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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學、宗教、自然科學、電腦資訊科學、應用科學、社會科學、史地∕傳記、
語言∕文學、兒童文學、藝術等 11 大類，大類下再細分百餘個小類，詳情
請參閱「新書書目目次」。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目錄部分，分為政府出版
品、教科書及考試用書、兒童讀物、漫畫書、小說及雜文和其他等諸小類。
四、本書目之著錄依據《中國編目規則．第三版》，採符號條例式著錄。每一
條書目之著錄項目依序為書名、作者、版次、出版項、稽核項、集叢項、
國際標準書號、冊次號、裝訂、價格、主題詞、分類號。其中，出版年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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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主題詞表．2005 年修訂版》著錄。書目資料如有錯誤，請以正式出版之
資料為準。
五、書名前有「*」者，係已確認出版之送存圖書資訊。
六、本書目轉錄自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書目資料庫，讀者如欲查詢更新之新
書資訊或需要下載書目服務，敬請利用本館「全國新書資訊網
（ISBNnet）」，網址為：http://isbn.ncl.edu.tw。
七、本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申辦 ISBN ∕ CIP 書目資料為基礎，推出「每日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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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類
目錄學；文獻學
古籍之美 : 古籍的演變與發展 / 張圍
東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北市 : 方集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1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035 (平裝) NT$300
1.古籍 2.書史 3.印刷術 4.中國
011.2
我導讀,你好讀. 2 : 126 本華文作家
青少年成長小說閱讀指引 / 張子樟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稻田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(文學步道 ; DL04) .-- ISBN 978-9865949-97-6 (平裝) NT$380
1.推薦書目 2.青少年讀物 3.小說
012.3
一流的人讀書,都在哪裡畫線? : 菁英
閱讀的深思考技術 / 土井英司著 ; 歐
凱寧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
誌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39) .-- ISBN
978-986-398-685-0 (平裝) NT$380
1.讀書法 2.閱讀指導 019.1

圖書資訊學；檔案學
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年度報告. 2020
=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
libraries annual report / 國立政治大學
圖書館年報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, 11005 .- 8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08-0-7 (平裝)
1.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024.7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年報. 2020
=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
library annual report / 柯皓仁總編輯 .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
心, 11005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24-73-6 (平裝)
1.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024.7

普通類書；普通百科全書

學富五車,才高八斗,很冷很冷的冷知
識 / 黃蓉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
文化出版圖 書 有限 公司 , 11007 .-272 面; 23 公分 .-- (青春講義 ; 123) .- ISBN 978-986-392-382-4 ( 平 裝 )
NT$320
1.常識手冊 046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2, 燕
子帶來了春天的問候 / 諾皮農皮著 ;
申珠恩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41-3 (平
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6, 地
球,我愛你 / 諾皮農皮著 ; 孫滿珍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45-1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60, 月
亮魔法師 / 諾皮農皮著 ; 孫滿珍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49-9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46, 牛
和豬 / 諾皮農皮著 ; 李智敏繪 ; 我家
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
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
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748-35-2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47, 海
龜的旅行 / 諾皮農皮著 ; 池景玉繪 ;
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
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748-36-9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48, 海
洋中的精靈 / 諾皮農皮著 ; 崔英林
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
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37-6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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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49, 森
林之王老虎 / 諾皮農皮著 ; 鄭京文
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
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38-3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0, 河
馬張開巨大的嘴巴! / 諾皮農皮著 ;
李晶善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39-0 (平
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1, 夜
空王子貓頭鷹 / 諾皮農皮著 ; 申玄英
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
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40-6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3, 候
鳥 / 諾皮農皮著 ; 安俊石繪 ; 我家編
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
17X1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748-42-0 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4, 炫
耀力量的獨角仙與鍬形蟲 / 諾皮農
皮著 ; 李珠露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
籌 .-- 桃園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43-7
(平裝) 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5, 草
叢獵人螳螂 / 諾皮農皮著 ; 朴昌玄
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
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44-4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7, 地
下的世界真神奇 / 諾皮農皮著 ; 洪詩
英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
市 : 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46-8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
11006 .-- 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2-327-1 (精裝) NT$1200
1.國立臺灣博物館 2.平權教育 3.博
物館 069.833
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8, 我
們更喜歡夜晚 / 諾皮農皮著 ; 安俊石
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
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47-5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
國立故宮博物院年報. 一 0 九年 =
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nual report.
2020 / 吳密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國立故宮博物院, 11005 .-- 205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62-8451 (平裝) NT$300
1.國立故宮博物院 069.83301

兒童自然小百科繪本. 第四輯. 59, 我
們的關係真好 / 諾皮農皮著 ; 朴亞林
繪 ; 我家編輯群翻譯統籌 .-- 桃園市 :
我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17X19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48-48-2 (平裝)
NT$12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
普通論叢

鳥類小百科 / 詹庚旻著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03-3 (精裝)
NT$200
1.百科全書 2.兒童讀物 047

連續性出版品；期刊
瀛海潮. 107 : 拾故 / 許瑋倫, 張芸榕
主編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私立瀛海高
級中學, 11006 .-- 131 面; 27 公分 .-年刊 .-- ISBN 978-986-89493-8-6 (平
裝)
1.青少年 2.期刊 056

普通會社；博物館學
博物館展示新趨勢 = New trends in
museum exhibitions / Sommer,B.,Ser,S.,
木下史青, 吳紹群, 李益成, 沈國建,
林倫全, 耿鳳英, 郭昭翎, 楊中平, 蘇
芳儀撰文 ; 顏上晴, 蕭國鴻主編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
館, 11006 .-- 215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00-21-3 (平裝)
1.博物館展示 2.文集 069.707
和煦的一天 = What a wonderful day /
黃星達主編 ; 半隻羊立體書實驗室
紙藝設計 ; 杜鵑窩插畫設計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博物館,

困學紀聞 / (宋)王應麟撰 ; (清)翁元
圻注 .-- 重製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
局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12-58-3 (全套:平裝) NT$3000
1.筆記 2.南宋 071.5
日知錄集釋 / (清)顧炎武撰 ; 黃汝成
集釋 .-- 重製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
局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512-57-6 (全套:平裝) NT$3200
1.日知錄 2.注釋 071.7
*方以智生死哲學與中醫辨證思維 /
林國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慈惠
堂出版社, 11005 .-- 750 面; 21 公分 .- (慈惠堂叢書 ; 第 92 冊) .-- ISBN
978-986-96169-4-2 (平裝)
1.言論集 078
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/ 錢穆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372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
作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202-7
(精裝)
1.言論集 078
我們的文學夢. 9 / 呂毓卿總編輯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上海商業儲蓄銀
行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129-6-7 (平
裝)
1.言論集 078
胡適自選集 / 胡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大家講
堂 ; 12) .-- ISBN 978-986-522-844-6
(平裝) NT$380
1.胡適 2.言論集 078
哈德遜河畔說美國人的故事 / 花俊
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兩岸犇報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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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; 21x15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566-0-2 (平裝) NT$350
1.言論集 078
理尚往來 : 新未來公民的品德素養 /
洪蘭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48 面;
21 公分 .-- (洪蘭作品集 ; A3419) .-ISBN 978-957-32-9157-2 ( 平 裝 )
NT$300
1.言論集 078
劉峯松全集. 3, 教育.觀護.人權 / 劉
峯松編著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彰化市 :
財團法人拓展文教基金會, 11006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175-0-6 (精裝) NT$390
1.言論集 078

群經
狀元讀經會考經典合編 / 光慧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輯 .-- 七版 .-南投縣草屯鎮 :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15 公分 .- (光慧經典袖珍本 ; 1) .-- ISBN 978986-5768-90-4 (平裝) NT$50
1.經學 2.藏經 3.道藏 090

哲學類
中國哲學
周易實事. 卷首 / 唐道宗著 ; 陳如麟
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如麟,
11005 .-- 228 面; 25 公分 .-- (四川唐
門叢書 ; 4) .-- ISBN 978-957-43-89247 (平裝) NT$800
1.易經 2.易學 3.注釋 121.12
易經大衍之數 / 黃輝石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知青頻道出版有限公
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570 面; 21 公分 .-- (Easy
quick ; 174) .-- ISBN 978-986-488-2168 (平裝) NT$460
1.易經 2.注釋 121.12
辛丑春秋 / 劉君祖, 咸臨書院諸生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周易文化
研究會, 11005 .-- 324 面; 21 公分 .-(咸臨書院. 夏學論集 ; 第 12 集) .-ISBN 978-986-96604-3-3 ( 平 裝 )
NT$300

1.易經 2.研究考訂 3.文集

121.1707

以義取利的生意經 : 儒商文化 / 戢鬥
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09-2-3 (平裝) NT$300
1.儒家 2.商業管理 121.2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論語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64-17-8 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0764-18-5 (第 2 冊:平裝)
NT$350
1.論語 2.注釋 121.222
述說論語. 卷二 / 林榮澤講述 ; 書苑
編輯室整理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一貫
義理編輯苑出版 : 一貫道學研究院
文獻館發行, 11006 .-- 4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131-2-4 (平裝)
NT$400
1.論語 2.研究考訂 121.227
論語之子罕篇 / 癡翁編撰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借經問
心 ; 9) .-- ISBN 978-986-6574-92-4 (平
裝)
1.論語 2.研究考訂 121.228/09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大學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21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4-24-6 ( 平 裝 )
NT$250
1.大學(經書) 2.研究考訂 121.2517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中庸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29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4-23-9 ( 平 裝 )
NT$280
1.中庸 121.253
老子他說 / 南懷瑾先生述著 .-- 臺灣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老古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059-58-2 ( 平 裝 )
NT$480
1.老子 2.注釋 121.311
老子哲學與民主法治 / 草早民著 .-二版 .-- 高雄市 :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

- ISBN 978-986-490-180-7 ( 平 裝 )
NT$350
1.道德經 2.研究考訂 121.317
梁冬說莊子 : 齊物論 / 梁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6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155-5 (平裝)
1.莊子 2.研究考訂 121.337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管子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4-09-3 (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0764-10-9 (精裝)
1.管子 2.注釋 121.611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春秋繁露 / 愛新
覺羅.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
然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764-00-0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764-02-4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64-04-8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764-06-2
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76401-7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64-03-1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64-05-5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64-07-9 (第 4 冊:精裝)
1.董仲舒 2.春秋繁露 3.學術思想 4.
注釋 122.141
新譯申鑒讀本 / 林家驪, 周明初注譯 ;
周鳳五校閱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51 面;
21 公分 .-- 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 .-ISBN 978-957-14-7199-0 (平裝)
1.申鑒 2.注釋 122.921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人物志 / 愛新覺
羅.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
教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64-13-0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0764-15-4 (第 2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764-14-7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64-16-1 (第 2
冊:精裝)
1.人物志 2.注釋 123.1
宋元學案 / (清)黃宗羲撰 ; 全祖望補
訂 .-- 重製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606 (全套:平裝) NT$5500
7

1.宋元哲學 2.學術思想

125

當代張載學 / 王雪卿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52-5 (精裝)
1.(宋)張載 2.學術思想 3.宋元哲學
125.14
朱子大全 / (宋)朱熹撰 .-- 重製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56-9 (全套:
平裝) NT$12000
1.朱子學 125.5
明儒學案 / (清)黃宗羲撰 .-- 重製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59-0 (全套:
平裝) NT$2500
1.明代哲學 2.儒學 126
陽明全集 / (明)王守仁撰 .-- 重製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局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12-55-2 (全套:
平裝) NT$3000
1.(明)王守仁 2.學術思想 3.陽明學
126.4
梁漱溟思想抉微 / 胡元玲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9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5-1861-9 (平裝) NT$300
1.梁漱溟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128.8

西洋哲學
奴隸哲學家的人生通識課 : 在處處
受限的人生裡,活出自己的形狀 / 荻
野弘之作 ; 林俞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智富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(風向 ; 112) .-- ISBN
978-986-99133-8-6 (平裝)
1.古希臘哲學 2.人生哲學 141.61
眾妙之門 / 阿道斯.赫胥黎(Aldous
Huxley)作 ; 陳蒼多譯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新雨出版社, 11005 .-- 448 面;
19 公分 .-- (經典 ; 36) .-- ISBN 978986-227-294-7 (平裝)
1.神祕論 143.65
世界史哲學講演錄 / 黑格爾(Georg
Wilhelm Friedrich Hegel)著 ; 劉立群,
張東輝, 沈真, 姚燕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552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名
著文庫 ; 138) .-- ISBN 978-986-522788-3 (平裝) NT$660

1.黑格爾(Hegel, Georg Wilhelm
Friedrich, 1770-1831) 2.世界史 3.歷史
哲學 147.51
叔本華思想隨筆 / 亞瑟.叔本華
(Arthur Schopenhauer)著 ; 韋啟昌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社 ,
11005 .-- 497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 ;
33) .-- ISBN 978-986-227-293-0 (平裝)
1.叔本華(Schopenhauer, Arthur, 17881860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 147.53
尼 采 與 哲 學 / 吉 爾 . 德 勒 茲 (Gilles
Deleuze)撰寫 ; 王紹中翻譯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(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; 58) .-- ISBN
978-957-13-9028-4 (平裝) NT$650
1.尼采(Nietzsche, Friedrich Wilhelm,
1844-1900) 2.學術思想 3.哲學
147.66

邏輯學
我很普,所以沒人追? : 破除日常中的
邏輯迷思 / 李改霞編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90-8 ( 平 裝 )
NT$380
1.邏輯 150

形上學；玄學
論宇宙 : 時空與廣延同一 / 陳潔著 .- 臺北市 : 獵海人, 11005 .-- 31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23-9-2
(平裝) NT$420
1.宇宙論 163

心理學
人類與自然的祕密連結 : 發掘與自
然共生的證據,找回人、動物與植物
被遺忘的聯繫與需求 / 彼得.渥雷本
(Peter Wohlleben)著 ; 王榮輝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化
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6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5-75-1 (平裝) NT$450
1.自然環境 2.環境心理學 172.83
身體的秘密語言 / 尹娜.西格兒作 ;
羅亞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
文化出版社, 11008 .-- 393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98-7 (平裝)
NT$450
1.心理衛生 2.心理治療 172.9
我們的情緒. 3, 嫉妒妹妹的阿奇 / 科
奇 卡 (Kichka) 文 ; 蘇 菲 波 姆 (Sophie
Bouxom)圖 ; 王晶盈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小光點, 11007 .-- 32 面; 22X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17-83-0 (精裝)
1.兒童心理學 2.情緒 3.繪本 173.1
我們的情緒. 4, 找回自信的露娜 / 科
奇 卡 (Kichka) 文 ; 拉 斐 爾 . 米 赫 德
(Raphaëlle Michaud)圖 ; 王晶盈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07 .-- 32 面;
22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847 (精裝)
1.兒童心理學 2.情緒 3.繪本 173.1
我們的情緒繪本. 5, 媽給卡漢的愛之
吻 / 科奇卡(Kichka)文 ; 克蕾蒙.潘尼
古 (Clémence Pénicaud) 圖 ; 王 晶 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07 .-- 3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87-8
(精裝)
1.兒童心理學 2.情緒 3.繪本 173.1
我們的情緒繪本. 6, 慌張的夏琳 / 科
奇 卡 (Kichka) 文 ; 吉 哈 汀 . 康 森 努
(Géraldine Cosneau)圖 ; 王晶盈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07 .-- 3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88-5 (精
裝)
1.兒童心理學 2.情緒 3.繪本 173.1
孩子,你在想什麼 : 100 堂情境化育
兒心理課,寫給父母的 2-7 歲兒童實
用心理學 / 塔妮思.凱莉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299-2 (精裝) NT$580
1.兒童心理學 2.親子關係 3.親職教
育 173.1
美麗病 : 不喜歡鏡子裡的自己?和心
理學家聊聊外貌焦慮 / 芮妮.恩格恩
(Renee Engeln)著 ; 洪筱婷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4-543-0 (平裝)
1.女性心理學 2.面貌 173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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猿始,我們為什麼會有人性與個性? :
鬥爭、從眾、好色、馴化,一場關於
人 類本能的 終極探 索 / 孟慶祥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12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688-5 (平裝) NT$380
1.人性 2.個性 173.7
在情慾裡求生的苦與痛 : 拉斯.馮.提
爾導演的「憂鬱三部曲」 / 王明智,
陳建佑, 王盈彬, 吳念儒, 陳瑞君, 劉
又銘, 劉玉文, 蔡榮裕作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【薩
所羅蘭】精神分析的人間叢書 ; 1) .- ISBN 978-986-06019-3-0 ( 平 裝 )
NT$380
1.精神分析 2.憂鬱症 3.影評 175.7
破解「變態型自戀」 : 專業心理諮
商師分析 50 個真實生活案例 / 安.克
蘿蒂德.吉格列(Anne-Clotilde Ziegler)
作 ; 麻 谷 . 雷 納 獨 (Margaux
Reinaudo,Alias Gomargu) ; 賴亭卉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44-965-2 (平
裝) NT$450
1.精神分析 2.變態心理學 3.個案研
究 175.7
天使靈氣療癒入門 : 啟動內在的神
性修復本能 / 黃靖雅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橡實文化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01-69-6 (平裝) NT$380
1.心靈學 2.超心理學 3.靈修 175.9
我們究竟是誰? / 藍慕沙著 ; 陳郁雯
譯 .-- 臺 中 市 : 藍 豐 有 限 公 司 ,
11006 .-- 121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45-1-0 (平裝)
1.心靈學 2.靈修 175.9
疾病不是病 : <<健康之道>>讀書會.
2 / 許添盛主講 ; 陳世文文字整理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賽斯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賽
斯心法 ; 21) .-- ISBN 978-986-070738-0 (平裝) NT$350
1.超心理學 2.讀書會 175.9
手眼協調互動式遊戲書 : 手部精細
動作 : 冒險的鑰匙 / 高井喜和作.繪 ;

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 面;
17X15 公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26) .-ISBN 978-986-507-450-0 ( 精 裝 )
NT$450
1.感覺統合訓練 2.繪本 176.1
手眼協調互動式遊戲書 : 手部精細
動作 : 神奇的鑰匙 / 高井喜和作.繪 ;
吳怡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 面;
17X15 公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25) .-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86-507-449-4
(精裝) NT$450
1.感覺統合訓練 2.繪本 176.1
透視錯覺 : 由錯覺看世界 / Richard
Gregory 著 ; 瞿錦春, 張芬芬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10-1 ( 平 裝 )
NT$350
1.視覺 2.錯覺 3.認知心理學 176.12
記憶密碼 / 亞歷山大.洛伊德
(Alexander Loyd)作 ; 聿立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方
智好讀 ; 140) .-- ISBN 978-986-175610-3 (平裝) NT$340
1.記憶 2.潛意識 176.33
在診療室遇見老子 : 療癒 10 萬人的
日本精神科名醫,教你 32 個思考模
式 / 野村總一郎作 ; 郭子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(社會心理系列 ; 29) .-- ISBN 978-9579054-98-0 (平裝) NT$340
1.思考 2.哲學 176.4
思考整理學 : 最多東大生、京大生
讀過的一本書! / 外山滋比古著 ; 韋
杰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New brain ; 33) .-- ISBN 978986-137-330-0 (平裝) NT$310
1.創造性思考 176.4
創意發想圖鑑 / 堀公俊著 ; 周若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65) .-- ISBN
978-986-507-440-1 (平裝) NT$330
1.創意 2.創造性思考 176.4
一公分跳水 : 不多不少,在現實中尋
找逃脫恰好一公分的幸福 / 泰秀, 文

禎著 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心視野
系列 ; 83) .-- ISBN 978-986-507-435-7
(平裝) NT$320
1.幸福 2.人生哲學 3.生活指導
176.51
卡內基快樂的人生 / 戴爾.卡內基作 ;
雲中軒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
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(心學堂 ; 11) .-- ISBN
978-986-392-383-1 (平裝) NT$300
1.快樂 2.生活指導 176.51
香醇的紅酒比較貴,還是昂貴的紅酒
比較香? : 從食物、性、消費、藝術
看人類的選擇偏好,破解快樂背後的
行為心理 / 保羅.布倫(Paul Bloom)著 ;
陳淑娟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66-9 (平裝) NT$360
1.快樂 176.51
些許的改變 / 陳詩凱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77-2 (平裝) NT$250
1.情緒管理 2.生活指導 3.修身
176.52
情緒按紐 : 告別一觸即發的情緒地
雷,脫離悲傷、憤怒、恐懼的掌握 /
大衛.瑞丘(David Richo)著 ; 蔣慶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
商高寶 國際有 限公 司臺灣 分公司 ,
11006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137-1 (平裝)
1.情緒管理 2.生活指導 176.52
不焦慮的心理課 : 心理學博士教你
善用科學方法,消解生活中的不安與
混亂,不再窮忙! / 黃揚名, 張琳琳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ViewPoint ; 106) .-- ISBN
978-986-0734-39-3 (平裝) NT$380
1.焦慮 2.心理學 176.527
身體語言影響力 / 蒼井剛主編 .-- 初
版 .-- [ 新 北 市 ]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2-5-9 (平裝)
1.行為心理學 2.肢體語言 176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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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變成真 : 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
拒心理,從心擁抱改變 / 約拿.博格
(Jonah Berger)著 ; 許恬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(big ; 362) .-- ISBN 978-957-139012-3 (平裝) NT$420
1.說服 2.應用心理學 177
三言兩語,把話說到心坎裡!聊天心理
學 / 吳秀香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
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 皇冠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 19
公分 .-- (溝通句典 ; 50) .-- ISBN 978986-5596-17-0 (平裝)
1.傳播心理學 2.溝通技巧 3.人際關
係 177.1
潜意识告诉你如何得到幸福 : 40 个
案例故事 / 楊城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, 11007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
潛意識告訴你如何得到幸福:40 個案
例 故 事 .-- ISBN 978-986-06462-3-8
(平裝)
1.成功法 2.潛意識 3.個案研究
177.2
一小時的力量 : 每天微改變,養大你
的成功因子 / 艾德莉安.赫伯特
(Adrienne Herbert)著 ; 若揚其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樂園出版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, 11006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(Top ; 12) .-- ISBN
978-986-06563-0-5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工作美學 / 江振誠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工
作生活 ; BWL089) .-- ISBN 978-986525-194-9 (平裝) NT$480
1.自我實現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下個 10000 小時,你打算怎樣過? / 周
結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Better ; 26) .-- ISBN 978957-741-351-2 (平裝) NT$32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正向思考的一年 / 辛蒂.史碧格
(Cyndie Spiegel)著 ; 謝明珊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294-7 (平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
生命的意義,你的靈魂都知道 : 升起
你的靈性天線,一起踏上通往高我的
回家之路 / 謝宜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80-0 (平裝) NT$340
1.自我實現 2.人生哲學 177.2

感的人都在看的書! / 加藤諦三著 ;
程蘭婷, 高淑珍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方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
方舟 ; 4004) .-- ISBN 978-986-065729-6 (平裝) NT$35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
成功之法 : 如何成為真正的菁英 / 大
川隆法作 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
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8-3-3 (平
裝) NT$38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
許傑輝新書 / 許傑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160 面; 21 公分 .-- (Creative ; 166) .-ISBN 978-986-179-658-1 ( 平 裝 )
NT$380
1.自我實現 2.成功法 177.2

沒心沒肺,你可以更快樂 : 抱怨是生
活的鹽,一點點就足夠 / 王薇華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2 面; 21 公分 .-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-691-5
(平裝) NT$299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177.2
你不是迷茫,而是自制力不強 / 菲爾
圖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(智慧菁典 ; 21) .-- ISBN 978-98606586-1-3 (平裝) NT$35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低調不是示弱,不露聲色表現自己 :
高明做人的 63 條精華法則,有能力
到哪都會被重用 / 王郁陽, 任學明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12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677-9 (平裝) NT$380
1.自我實現 2.職場成功法 177.2
別讓不好意思害了你 : 讓你徹底消
滅"不好意思"的超級心理課 / 高朋
著 .-- 修訂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7-2-7 (平
裝) NT$320
1.成功法 2.生活指導 177.2
長 勝 心 態 / 凱 瑟 琳 . 畢 曉 普 (Cath
Bishop)著 ; 鍾玉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
業周刊, 11006 .-- 272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9-55-1 ( 平 裝 )
NT$400
1.成功法 177.2
為何我們總是如此不安? : 莫名恐慌、
容易焦躁、缺乏自信?一本缺乏安全

強運演算法 : 誰說命運天注定 一生
受用的強運生活法則 / 齋藤一人作 ;
陳雯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301-2 (平
裝)
1.自我實現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2
動機是一切的開始 : 再誇張的妄想
都不吃虧!認真對待自我期望,實踐如
願以償的工作及人生哲學 / 植木宣
隆著 ; 郭子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(好想法 ;
34) .-- ISBN 978-986-248-998-7 (平裝)
NT$320
1.職場成功法 2.人生哲學 177.2
給自己按讚 : 1 分鐘提升自我肯定感
的 33 個技巧 / 中島輝著 ; 藤紫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人生顧問 ; 424) .-- ISBN
978-957-13-9077-2 (平裝) NT$32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177.2
當你做自己,別人才會真心喜歡你 /
金秀顯著 ; 簡郁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96 面; 19 公分 .-- (人生
顧問 ; 422) .-- ISBN 978-957-13-90635 (平裝) NT$420
1.自我實現 2.自我肯定 177.2
褚士瑩新書 / 褚士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(Creative ; 165) .-ISBN 978-986-179-644-4 ( 平 裝 )
NT$380
1.生活指導 2.成功法 177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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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尊重一個努力的姑娘 / 李雪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78-9 ( 平 裝 )
NT$20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177.2
學會成長 : 爆發式成長的 25 個思維
模型 / 粥左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
臺灣分公司, 11007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31-9 (平裝)
1.成功法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
177.2
禮物 : 拯救你的 12 堂課 / 伊蒂特.伊
娃.伊格(Edith Eva Eger)著 ; 祁怡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(圓神文叢 ; 302) .-- ISBN 978-986133-773-9 (平裝) NT$300
1.自我實現 2.人生哲學 177.2
豐盛心態 : 實現自我價值,發揮最大
潛能,創造人生複利效應 / 羅伯.摩爾
(Rob Moore)著 ; 陳圓君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75-1 ( 平 裝 )
NT$320
1.自我肯定 2.自我實現 3.成功法
177.2
權力是演出來的 : 史丹佛 MBA 最受
歡迎選修課 教你用演員思維做好自
己的角色、變強大 / 黛博拉.葛倫費
德(Deborah Gruenfeld)著 ; 陳琇玲譯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(天下財經 ; 440) .-- ISBN 978-986398-689-8 (平裝) NT$360
1.權力 2.自我實現 3.生活指導
177.2
人際關係操作說明書 : 解決你在人
際關係最常遇到的 53 個問題 / 戴夫.
可本(Dave Kerpen)著 ; 俞兆芳譯 .-再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
版基地發行, 11006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7-3-3 (平裝)
NT$420
1.人際關係 2.溝通技巧 177.3
不正經的人脈教科書 : 超營養的九
堂人際關係學分 / 王郁陽, 洪範濤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
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74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95-3 (平裝)
NT$350
1.人際關係 2.生活指導 3.成功法
177.3
挑對時機做自己,才有好人緣 : 掌握
人際潛規則,找回內在能力更擺脫依
附關係的實用社會心理學 / 林仁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0-20-2 (平
裝) NT$300
1.人際關係 2.自我實現 177.3
給總是因為那句話而受傷的你 / 朴
相美著 ; 陳品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漫
步) .-- ISBN 978-957-08-5874-7 (平裝)
1.人際關係 2.生活指導 177.3
談判是無限賽局 : 上千企業指定名
師教你創造長久利益的 123 法則 /
李思恩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商戰 ; 212) .-- ISBN 978-986134-388-4 (平裝)
1.談判 2.談判策略 177.4
諮商理論與技術 = Counseling theory
and practice / 沈湘縈, 楊淑貞, 李姿瑩,
楊惠雯, 胡景妮, 簡宏江, 吳佳慧作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都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67-3-7 ( 平 裝 )
NT$450
1.諮商 2.諮商技巧 178.4
結構式遊戲治療技巧實務 / 鄭如安,
劉秀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
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1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026 (平裝) NT$700
1.遊戲治療 178.8
遊戲治療 : 國小輔導實務 / 何長珠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38-5 (平
裝) NT$350
1.遊戲治療 2.心理治療 178.8
與情緒工作 : 情緒聚焦治療 =
Working with emotion : the practice of
emotion focused therapy / 陳玉英, 格
林伯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陳玉
英 : 道聲出版社經銷, 11006 .-- 432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445 (平裝)
1.心理治療 2.情緒 178.8

倫理學
100 個 爸 爸 送 給 你 的 成 功 語 錄 /
Jonathan Brody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紅通通文化出版社出版 : 暖暖書屋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97822-9-6 (平裝)
NT$32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人生不該撐著過 / 林峰丕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(悅讀健康 ; 172) .-- ISBN
978-986-06439-7-8 (平裝) NT$36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心境話語 / 郭正雄著 .-- 臺北市 : 意
念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903-67 (平裝)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死亡癱瘓一切的知識 / 張明志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(Vision ; 215) .-- ISBN 978-986-406248-5 (平裝)
1.生死學 191.9
兩個餌只釣一條魚 : 許文龍經典人
生語錄 / 林佳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早安財經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 196 面; 21 公分 .-- (早安財經講堂 ;
96) .-- ISBN 978-986-99329-6-7 (平裝)
NT$35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幸福由心生 / 渡邊和子作 ; 姚巧梅
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19
公分 .-- (優生活 ; 25) .-- ISBN 978986-06585-1-4 (平裝) NT$320
1.人生哲學 2.生活指導 191.9
柳居士這麼說 / 柳閒雲, 無拙問心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8-71-0 ( 平 裝 )
NT$280
1.人生哲學 2.人生觀 191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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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過依賴的痛,再走向獨立的美 / 靜
水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
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152-4 (平裝)
1.人生哲學 191.9
一個人從天涯海角出發 / 柴田久美
子著 ; 樂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
好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256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42-2-1 (平裝) NT$360
1.生命哲學 2.自我實現 191.91
不做討厭的事情,也能活得很好 :
3000 人爭相請吃飯也要聆聽的另類
人生觀 / 中島太一著 ; 胡靜佳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(自信人生 ; 173) .-- ISBN 978-986175-611-0 (平裝) NT$260
1.人生觀 191.92
Talk to Vairocana : 與大日如來的對
話 / 林雯莉(Wendy Lin)作 .-- 再版 .-臺北市 : 三朵夏有限公司, 11006 .-12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4981-7-3 (平裝) NT$60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上師蓮花足下的甘露 / Carnamrtam
原著 ; 阿闍黎.蘇吉特.庫瑪(Acarya
Sujit Kumar)著 ; 吳春華譯 .-- 初版 .-新竹市 : 大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8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145-2-2 (平裝) NT$250
1.靈修 192.1
心宅療癒觀元辰 : 絲雨老師教你微
調心宅,讓幸運由心生,以自身力量翻
轉人生困境 / 鍾絲雨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7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00-1
(平裝)
1.靈修 192.1
王陽明的心學 / 廖春紅作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汲古
閣 ; 10) .-- ISBN 978-986-392-380-0
(平裝) NT$350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四 柱 母 體 玉 成 = Cultivation of
spiritual mentor : four-pillar matrix / 周
瑞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和氣大愛
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314-9-8
(平裝)
1.靈修 192.1
老子說要斷捨離,人生才不會焦慮 :
停止過度努力,從此不糾結、不生氣、
不 委屈的簡 單生活指 南 / 羅大倫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
商高寶 國際有 限公 司臺灣 分公司 ,
11006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132-6 (平裝)
1.修身 2.生活指導 192.1
好命整理 / 廖文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94-3 (平裝) NT$380
1.靈修 192.1
改變一生的超級禮物 / 吉姆.史都瓦
(Jim Stovall)著 ; 曹明星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
學協會出版部, 11006 .-- 176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50-841-8 (精
裝)
1.修身 192.1
奇蹟課程釋義 : 正文行旅. 第二冊
(第五章-第八章) / 肯尼斯.霍布尼克
(Kenneth Wapnick)著 ; 若水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奇蹟課程有限公司奇
蹟資訊中心, 11006 .-- 31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554-7-1 (平裝)
NT$340
1.靈修 192.1
真我之眼 : 讓虛幻無所遁形的真實
覺醒世界 / 大衛.霍金斯作 ; 魏佳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 (Spirit ; 32) .-- ISBN 978-957-658576-0 (平裝) NT$550
1.靈修 192.1
最 大 的 祕 密 / 朗 達 . 拜 恩 (Rhonda
Byrne)著 ; 王莉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方智好
讀 ; 139) .-- ISBN 978-986-175-608-0
(平裝) NT$360
1.靈修 192.1
愛是唯一的吸引力法則 : 聽高靈談
情.說愛 / Asha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
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72-0 (平裝) NT$300
1.靈修 2.修身 192.1

典 ; 51) .-- ISBN 978-986-5596-18-7
(平裝)
1.溝通技巧 2.說話藝術 192.32

寫吧!為了抵達自己 : 放下自卑與恐
懼,重新認識自己的寫作練習 / 沒力
史翠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View ; 93) .-ISBN 978-957-13-9027-7 ( 平 裝 )
NT$320
1.靈修 192.1

歷史教你說話 / 林毅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(Life ; 50) .-- ISBN 978-957-13-9047-5
(平裝) NT$420
1.說話藝術 2.口才 192.32

樊登講論語 : 先進 / 樊登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4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11-4 (平裝)
NT$450
1.論語 2.修身 192.1
樊登講論語 : 學而 / 樊登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5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10-7 (平裝)
NT$450
1.論語 2.修身 192.1

沉思錄 : 一念之間改變你的一生 / 鄭
令文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
面; 21 公分 .-- (人生講堂 ; 7) .-- ISBN
978-986-373-589-2 (平裝) NT$340
1.格言 192.8
修 福積德改 運造命 法 / 鄭錫亭疏
鈔 .-- 高雄市 : 上鋐書庫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3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914-8-2 (平裝)
1.格言 2.修身 192.8
家風揚 萬年旺 / 王振後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家風文創工作室, 11005 .-2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95-0-4 (平裝) NT$380
1.家庭倫理 2.孝悌 193

社交恐懼症不孤單生存指南 / 克萊
兒.伊斯特姆(Claire Eastham)著 ; 黃佳
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大雁文化
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6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476-5 (平裝) NT$280
1.社交 2.人際關係 3.焦慮 192.3

明公啟示錄 :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
化, 孝經. 一 / 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4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83-2
(第 1 冊:平裝) NT$300
1.孝經 2.注釋 193.12

口才不靠天賦 : 5 堂課讓你成為演說
高手,魅力話術治癒你的上臺恐懼症!
/ 劉惠丞, 楊堂闊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6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89-2 ( 平 裝 )
NT$330
1.說話藝術 2.口才 3.演說術 192.32

二十四孝圖說 /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
淨宗學會執行文編 .-- 四版 .-- 臺北
市 : 社團法人中華華藏淨宗學會,
11006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(德育故事.
初集)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98810-6-7 (平裝)
193.3

卡耐基口才訓練 / 戴爾.卡耐基著 .-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布拉格文創社,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2-3-5 (平裝)
1.口才 2.說話藝術 192.32
這 樣 溝 通 ,9 成 的 問 題 都 能 解 決 :
4000 萬會員一致推崇!樊登的 10 堂
表達課 / 樊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(平安叢書 ; 686)(溝通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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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世之日 : 一個基督徒對生死的思
索 / 陳南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
示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 系
列 ; 59) .-- ISBN 978-986-06390-2-5
(平裝) NT$420
1.基督徒 2.生死學 197

宗教類

總論

佛教
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 : 皇民奉公經 /
楊蓮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
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0 面;
26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600-27-3 (平裝) NT$500
1.民間信仰 208

佛陀再誕 : 給緣生弟子們的訊息 / 大
川隆法作 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組
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
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8-2-6 (平
裝) NT$380
1.佛教教理 220.1

博揚古籍選, 宗教篇 : 醒世全書. 第
二冊, 亢部清末鸞書敘錄 / 楊蓮福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14 面; 26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60029-7 (平裝) NT$500
1.民間信仰 208
博揚古籍選. 宗教篇 : 警心篇 / 楊蓮
福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2 面; 26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600-28-0 (平裝) NT$500
1.民間信仰 208
宗教在當代中國 : 共產黨統治下的
存續與復興 / 楊鳳崗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政大出版社出版 : 國立政治大
學發行, 11005 .-- 226 面; 21 公分 .-(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叢刊 ;
B3006) .-- ISBN 978-986-99544-9-5 (精
裝) NT$400
1.宗教史 2.中國 209.2

宗教學
神木偵探 / 本田不二雄著 ; 陳嫻若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出版
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社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
分 .-- (日本再發現 ; 18) .-- ISBN 978986-06511-3-3 (平裝) NT$450
1.自然崇拜 2.樹木 3.日本 215.27

簡單,我有平常心 : 創巴仁波切遺教
法寶 : 三乘法教系列之六, 不壞覺醒
之密續道. 中 / 邱陽.創巴仁波切
(Chogyam Trungpa)作 ; 趙雨青中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生文化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2 公分 .-(經典開示 ; 30) .-- ISBN 978-98606096-2-2 (平裝) NT$430
1.佛教教理 220.1
佛法十講 / 釋傳道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財團法人中華佛教百科文獻
基金會, 11006 .-- 515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1356-6-5 (精裝)
1.佛教 2.文集 220.7
神聖的媒介 : 一個淨土寺院媒介實
踐的民族誌研究 / 馮桂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 11007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(佛教研究叢書 ;
12) .-- ISBN 978-986-06430-2-2 (平裝)
NT$600
1.佛教 2.淨土宗 3.寺院 4.文集
220.7
星雲大師全集 / 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91-464 (全套:精裝)
1.佛教 2.叢書 220.8

怪談九九 / 陶貓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102-1 (平裝) NT$320
1.靈魂 2.靈界 216.9

阿育王經 / (梁扶南)三藏僧伽婆羅
譯 ; 直貢法王赤列倫珠藏譯 .-- 第 1
版 .-- 臺北市 : 寶吉祥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66 面; 26 公分 .-- (澈贊法
王基金會聖光叢書) .-- 中藏對照 .-ISBN 978-986-85606-9-7 ( 精 裝 )
NT$1500
1.佛經 221.08

業力跟你想的不一樣 / 沈嶸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喜 羊 羊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99-0-0 (平裝) NT$500
1.通靈術 2.因果 216.9

辯中邊論述記 / 大慈恩寺沙門窺基
撰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彌勒講堂,
11005 .-- 64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813-5-6 (精裝)
1.論藏 2.注釋 221.08
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/ 三藏法師玄
奘奉制譯 .-- 臺中市 : 法藏文化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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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, 11007 .-- 314 面; 26 公分 .-- (佛經
系列 ; 20) .-- ISBN 978-986-06626-1-0
(平裝)
1.方等部 221.36
心經 藥師經 大悲咒 早晚課 修行本 /
覺世, 梵慧作 .-- 新竹市 : 林岳正,
11005 .-- 12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59-9 (平裝)
1.般若部 2.經集部 3.密教部 4.佛教
修持 221.45
心經 : 超越的智慧 / 密格瑪策天喇嘛
著 ; 福慧編譯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橡樹林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304 面; 22 公分 .-- (善知
識 ; JB0148) .-- ISBN 978-986-065554-4 (平裝) NT$350
1.般若部 2.佛教修持 221.45
般若心經密鑰 / 釋常元作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童髻文殊, 11006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57-5
(平裝) NT$450
1.般若部 221.45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 / 斌宗法師
講述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155) .-- ISBN 978-9865541-95-8 (平裝) NT$280
1.般若部 221.45
文殊讚雲海 / 宗喀巴大師造 ; 釋如法
主譯 ; 釋如密主校 .-- 臺北市 : 福智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福智藝術文創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76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982-7-0 (經摺裝)
1.般若部 2.文殊菩薩 221.46
大乘妙法蓮華經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
11006 .-- 812 面; 1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06316-5-4 (精裝)
1.法華部 221.51
靜思法髓妙蓮華 : 法華七喻 : 窮子喻.
壹 / 釋證嚴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靜思人文志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經藏系
列) .-- ISBN 978-986-06303-8-1 (精裝)
1.法華部 221.51
明公啟示錄 : 解密維摩詰經的大乘
佛教實踐道. 一, 淨心佛土的緣起及
世人修行頓悟之法 / 范明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93-1 (平裝) NT$300
1.經集部 221.721
佛藏經講義. 第十二輯 / 平實導師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558-6-7 ( 平 裝 )
NT$300
1.經集部 221.733
金光明經講記 / 日常老和尚講述 ; 財
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月稱光明寺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圓音有聲出
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414-1-7 (第 2 冊:平裝)
NT$360 .-- ISBN 978-986-06414-2-4
(第 3 冊:平裝) NT$300
1.經集部 221.742
佛陀遺教 : 四十二章經、佛遺教經、
八大人覺經講記 / 聖嚴法師作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8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920-0 (平裝)
1.經集部 221.772
圓覺經講義 / 圓瑛法師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
153) .-- ISBN 978-986-5541-93-4 (平裝)
NT$420
1.經集部 221.782
楞嚴經蠡測 / 王薀講述 ; 善聞文化創
意編輯整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善聞
文化創意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74-1-7
(第 3 冊:精裝) NT$300
1.密教部 221.94
悉曇普庵咒 : 普庵咒悉曇梵音之探
討 : 以<<五知齋琴譜>><釋談章>打
譜為例 / 廖秋蓁著 .-- 臺北市 : 台灣
琴會, 11005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89902-1-0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500
1.密教部 2.咒語 221.96
高王觀世音真經 : 附:心經、真佛經、
摩利支天經、大悲咒、尊勝咒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大燈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96 面; 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5859-85-5 (平裝) NT$80
1.密教部 221.99

世親<<阿毘達磨俱舍論>>及稱友<<
明瞭義疏>>新譯 : <闡明等至品第八
> / 櫻部建, 小谷信千代, 本庄良文日
譯 ; 野川博之中譯 .-- 高雄市 : 彌勒
講堂, 11005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- (慈
氏學聖典漢譯中心系列叢書 ;
MJ003) .-- ISBN 978-986-95813-7-0
(精裝) NT$350
1.毘曇部 222.11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7-587-9 (平
裝) NT$260
224.5

唯識二十論述記 / 大慈恩寺沙門窺
基撰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彌勒講堂,
11006 .-- 22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813-6-3 (精裝)
1.論藏 2.唯識 222.13

*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 : 1 對 1.三
重新芽課輔班 / 陳美羿, 高玉美, 郭
寶瑛, 林淑真, 李錦秀, 徐美華, 林佩
臻, 詹明珠, 曾秀旭, 林秀蘭, 郭雪卿,
王春珠, 林綉娟, 潘瑜華, 顧敏慧, 楊
明薰, 王鳳娥, 張文黛, 廖月鳳, 明含,
陳晉煒, 杜紅棗, 葉冠孜, 郭碧娥, 葉
子豪, 蘇芳霈作 ; 陳玫君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
金會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57-1-4 (平裝)
224.515

攝 大乘論世 親釋記 要 / 李森田記
要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社,
11007 .-- 冊 .-- (佛教研究叢書 ; 13) .-ISBN 978-986-06430-3-9 (全套:平裝)
NT$1360
1.瑜伽部 222.13
大乘起信論述記講記. 四 / 徐醒民
講 .-- 彰化縣花壇鄉 : 雪明講習堂,
11006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7-49-5 (平裝)
1.大乘論 2.佛教修持 222.14
地持瑜伽菩薩戒會本 / 會性法師集
錄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僧伽林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4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732-8-4 (精裝)
1.律藏 223.13
五部律比丘尼戒相對照表 / 會性法
師集錄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僧伽林文
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94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32-9-1 (精
裝)
1.律藏 223.2
五部律比丘戒相對照表 / 會性法師
集錄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僧伽林文化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9-0-8 (精
裝)
1.律藏 223.2
佛 教的儀軌 制度 / 佛教編譯館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152) .-- ISBN 978-9865541-92-7 (平裝) NT$220
1.佛教儀注 224
*遇見彌陀 : 學佛感應記 / 林慈超作 ;
董依雯繪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
14

塵夢 : 話說無明 / 日輪金剛上師著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62-8 ( 平 裝 )
NT$380
224.513

咱ㄟ囝仔咱來教 咱來惜 : 1 對 1.愛
心課輔班 / 陳美羿, 高玉美, 林佩臻,
郭寶瑛, 林淑真, 徐美華, 李錦秀, 詹
明珠, 曾秀旭, 潘瑜華, 林秀蘭, 郭雪
卿, 王春珠, 林綉娟, 顧敏慧, 廖月鳳,
張文黛, 郭碧娥, 楊明薰, 王鳳娥, 明
含, 陳晉煒, 杜紅棗, 葉冠孜, 葉子豪,
蘇芳霈作 ; 陳玫君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經典雜誌 :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
基金會, 11005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56-3-6 ( 平 裝 )
NT$250
224.515
七旬老僧述心怀 : 见道真言 / 盧勝彥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007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七旬
老僧述心懷: 見道真言 .-- ISBN 978986-5551-45-2 (平裝) NT$260
224.517
七旬老僧述心懷 : 見道真言 / 盧勝彥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團法人真佛
般若藏文教基金會, 11007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盧勝彥文集 ; 284) .-ISBN 978-986-5551-46-9 ( 平 裝 )
NT$260
224.517
如華開敷 : 清涼藝展畫作專輯. 第 46
屆 / 釋仁朗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原泉出版社, 11005 .-- 60 面; 30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7713-23-0 (平
裝) NT$350
1.繪畫 2.佛教美術 3.作品集 224.52
張 振 宇 : 當 代 佛 教 藝 術 = The
contemporary Buddhist art of Chang
Chen Yu / 張振宇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名山藝術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6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4-0-8 (精裝)
1.佛教美術 2.油畫 3.畫冊 224.52
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: 念佛先
導 / 孫劍鋒輯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臺北市大乘基金會,
11004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- (大乘叢
書 ; A-192) .-- ISBN 978-986-06094-24 (平裝)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225
聖開導師隨緣開示錄(摘錄) / 聖開導
師講 ;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編輯委
員會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人乘佛教
書籍出版社, 11005 .-- 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705-51-0 (第 13
集:平裝)
1.佛教說法 225
解惑 : 證嚴法師答客問. 一, 生老病
死篇 / 釋證嚴講述 ; 靜思僧團輯錄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靜思人文志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8 面; 21 公
分 .-- (解惑十書) .-- ISBN 978-98606303-9-8 (精裝)
1.佛教說法 2.佛教教化法 225.4
*一輪明月 : 見性成佛 / 釋惟全編
著 .-- 臺 東 縣 卑 南 鄉 : 釋 惟 全 ,
11005 .-- 75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863-9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七覺支的分享 : 受念處 / 大願比丘著
作.講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慈蓮寺,
11005 .-- 26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907-9-9 (下冊: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御聖宮伽藍菩薩偈. 第三輯 / 霧峰御
聖宮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霧峰御
聖宮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5438-3-5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25.7
因果圖鑑 : 地獄變相圖 釋文 / 江逸
子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華
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6 .-- 215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6-7-8
(平裝)

1.因果

225.85

不要自找煩惱 放鬆心情活得快樂 /
學誠法師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
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3-591-5 (平裝) NT$340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225.87
修行心路 / 悟光和尚尼口述 ; 悟光精
舍編輯小組編輯 .-- 二版 .-- 高雄市 :
悟光精舍, 11005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2070-3-4 (平裝)
1.佛教修持 2.生活指導 225.87
淨土教義法要《上》《下》 : 阿彌
陀佛淨土及讚頌 : 淨土信願行三資
糧要義 : 導歸極樂淨土 / 寶嚴集義 .- 合訂版 .-- 臺北市 : 佛法實修促進
會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3473-5-8 (全套:精裝)
1.淨土宗 2.佛教修持 226.55
淨土集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, 11006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16-61 (精裝)
1.淨土宗 2.佛教說法 226.55
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/ 風旛報恩光孝
禪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 .-- 臺中
市 : 法藏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138
面; 26 公分 .-- (佛經系列 ; 6) .-- ISBN
978-986-06626-0-3 (平裝)
1.六祖壇經 2.注釋 226.62
六祖壇經拾慧 / 果如法師作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,
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414-92-0 (第 7 冊:平裝)
1.六祖壇經 2.注釋 226.62
解密禪宗心法 : <<六祖壇經>>般若
品 / 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
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5 .-- 2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82-5 (第 5
冊:平裝) NT$300
1.六祖壇經 226.62
茶禪一味 : 禪與飲茶的藝術,安然度
日的哲學 / 威廉.史考特.威爾森
(William Scott Wilson)著 ; 傅彥瑤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734-72 (平裝) NT$360
1.禪宗 2.茶藝 3.佛教修持 226.65
15

無上印心佛法 / 悟覺妙天禪師主講 ;
覺妙地明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禪天下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95997-8-8 ( 上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95997-9-5 (下冊:精裝)
NT$1200
1.禪宗 2.佛教修持 226.65
日日的祈禱 : 祈禱神、自然、人的
大調和 / 谷口雅宣作 ; 宗教法人「生
長之家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團
法人中 華民國 生長 之家傳 道協會 ,
11007 .-- 8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7139-4-8 (第 2 卷:精裝) NT$220
1.新興宗教 2.祈禱 226.8
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 : 文白并列本.
III / 创价学会原着作 ; 台湾创价学会
编译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創
價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832 面; 21
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題題名:日蓮大
聖人御書全集:文白並列本 .-- ISBN
978-957-9566-74-2 (精裝) NT$750
1.佛教說法 2.佛教信仰錄 226.875
抓住心的狂象 : 達賴喇嘛給初發心
修行人的第三個錦囊 / 第十四世達
賴喇嘛比丘丹增.嘉措(Tenzin Gyatso),
比丘尼圖丹. 卻准(Thubten Chodron)
作 ; 項慧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眾
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60
面; 22 公分 .-- (佛法與活法 ; 5) .-ISBN 978-986-06096-3-9 ( 平 裝 )
NT$48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教理 226.961
廣海明月 : 道次第廣論講記淺析. 第
四卷 / 宗喀巴大師造論 ; 日常老和尚
講述 ; 真如淺析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福智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240 面; 23 公分 .-- (造者殊勝 ; 1) .-ISBN 978-986-98982-8-7 ( 平 裝 )
NT$300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
226.962
廣論止觀初探. 第一卷, 止觀總說 /
宗喀巴大師造論 ; 真如講述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982-9-4 (平裝) NT$450
1.藏傳佛教 2.注釋 3.佛教修持
226.962
*三域上師大寶法王八思巴致王子啟
必貼木兒之教言珍寶鬘 / 八思巴作 ;
(清)阿旺貢嘎索南注 ; 澤仁札西堪布

譯 .-- 高雄市 : 社團法人台灣薩迦利
眾佛學會, 11006 .-- 272 面; 22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29-0-0 ( 平 裝 )
NT$26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3.佛教教理
226.965
天無涯海無角 : 一切盡在因緣裡 你
所不知道的圖博 / 德格爾才仁, 德徐
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智庫雲端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4-1-5 ( 平 裝 )
NT$45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圖解無上瑜伽 : 金剛乘脫離輪迴的
最高修行密法(暢銷經典版) / 張宏實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雁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橡實文化出版 : 大雁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01-68-9 (平裝) NT$45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覺性杜鵑 : 六金剛句口授釋論 / 南開
諾布仁波切(Chögyal Namkhai Norbu)
作 ; 石曉蔚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象雄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214-5-1 (平裝) NT$400
1.藏傳佛教 2.佛教修持 226.965
直貢法王傳. 前傳, 延著佛跡 / 直貢
噶舉澈贊法王赤列倫珠著作 ; 昆秋
曲吉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樂果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1 面; 30
公分 .-- (樂繽紛 ; 49) .-- ISBN 978957-9036-33-7 (精裝) NT$3500
1.赤列倫珠(1946- ) 2.藏傳佛教 3.佛
教傳記 226.969
漢傳佛教復興 : 雲棲袾宏及明末融
合 / 于君方著 ; 方怡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法鼓文化, 11007 .-- 41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8-919-4
(平裝) NT$450
1.(明)釋祩宏 2.佛教傳記 3.佛教史
229.36

道教
斗姆元尊先天一炁九皇真經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和裕出版社, 11006 .-64 面; 15 公分 .-- (道藏系列 ; Q0241) .-- ISBN 978-986-06156-4-7 (平裝)
NT$30

1.道藏

231

*玄典直解全集 / 陳子石著作 ; 陳如
麟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如麟,
11005 .-- 176 面; 25 公分 .-- (南宗陳
子石宗師叢書 ; 4) .-- ISBN 978-95743-8892-9 (平裝) NT$600
1.道教修練 235.3
功法闡秘 / 陳子石著作 ; 陳如麟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如麟,
11005 .-- 204 面; 25 公分 .-- (南宗陳
子石宗師叢書 ; 5) .-- ISBN 978-95743-8939-1 (平裝) NT$800
1.道教修練 235.3
臺灣民眾道教三百年史 : 現代詮釋
與新型建構 / 江燦騰, 張珣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7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5-1858-9 (平裝) NT$800
1.道教 2.臺灣 238

基督教
眾位弟兄 : 論兄弟情誼與人際友愛 /
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天主
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, 11005 .-- 224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94-07 (平裝) NT$280
1.宗教倫理 2.宗教與社會 3.基督教
240.16
跟著聖經去挖寶 : 觀點、歷史、解
說,領隊吳獻章教授,帶你全景讀聖經
/ 吳獻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
法人基 督教宇 宙光 全人關 懷機構 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27-600-1 (平裝) NT$320
1.聖經研究 241.01
聖經文學花園 / 林郁主編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新視野 New Vision, 11007 .-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03-2-7 (平裝)
1.聖經研究 241.01
輕鬆讀完新舊約 / 俞貴馨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真 哪 噠 出 版 社 ,
11007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(Truth ;
7) .-- ISBN 978-986-06601-0-4 (精裝)
1.聖經研究 2.讀經 241.01
聖經中的女人 / 安.史賓格拉(Ann
Spangler), 琴.西斯瓦達(Jean Syswerda)
著 ; 何灣嵐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道
16

聲出版社, 11005 .-- 39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0-367-9 (平裝)
1.聖經 2.女性 3.傳記 4.靈修
241.199
士師記靈拾 / 何照洪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天恩出版社, 11006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靈拾系列 ; 17)(研經叢
書) .-- ISBN 978-986-277-324-6 (平裝)
1.士師記 2.聖經研究 241.23
被誤解的上帝 : 如何閱讀約伯記 / 華
爾頓(John H. Walton), 朗文(Tremper
Longman III)作 ; 柯美玲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 11007 .-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854-2 (平裝)
1.約伯記 2.聖經研究 241.31
走天路的斷捨離 : 詩篇十五首上行
之詩的古歌新唱 / 劉幸枝作 .-- 新北
市 :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0
面; 24 公分 .-- (經義闡明叢書 ; 12) .-ISBN 978-957-556-904-4 (平裝)
1.詩篇 241.32
細讀雅歌 : 附雅歌的信息 / 盧俊義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信福出版社,
11007 .-- 24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62-79-7 (精裝) NT$230
1.雅歌 2.聖經研究 241.39
厄則克耳先知書及達尼爾書詮釋 /
Corrine L. Carvalho, Paul V. Niskanen
著 ; 活水編譯小組編譯 .-- 臺北市 :
光啟文化事業, 11006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(輔大神學叢書 ; 148) .-ISBN 978-957-546-949-8 ( 平 裝 )
NT$260
1.以西結書 2.但以理書 3.注釋
241.4
路加福音的信息 : 人子,尋找與拯救 /
林賢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腓利門
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(研經叢書) .-- ISBN 978986-98850-9-6 (平裝) NT$350
1.路加福音 2.注釋 241.64
歌 羅 西 書 注 釋 / 大 衛 . 鮑 森 (David
Pawson)作 ; 葉靜蓉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米迦勒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571-9-2 (精裝)
1.歌羅西書 2.注釋 241.76
一切都更新 : 福音神學思考方法與
教牧應用 = All things made new / 傅
立德(Wendell Friest)作 .-- 二版 .-- 臺

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5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72-3
(平裝)
1.神學 242

華宣出版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7 .-464 面; 26 公分 .-- (台神禮拜系列 ;
1) .-- ISBN 978-957-556-902-0 (精裝)
1.基督教 2.禮儀 244.2

上帝的大能 : 福音神學基礎 = The
power of God / 傅立德(Wendell Friest)
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
11005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0-371-6 (平裝)
1.神學 242

天上法庭罪孽處理禱告文 .-- 臺北
市 : 財團法人臺北市中國基督教靈
糧世界佈道會臺北靈糧堂, 11005 .-70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245-5-2 (平裝)
1.基督教 2.祈禱 244.3

西方憑什麼進步? : 自由、科學、資
本主義與理性神學 / 羅德尼.斯塔克
(Rodney Stark)著 ; 蔡至哲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03-4
(平裝) NT$480
1.神學 2.基督教史 242

*祈禱 : 每天跨出改變生命的一小步
/ 雅格.斐理(Jacques Philippe)著 ; 徐明
慧, 王書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
事業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靈
修系列 ; F0062) .-- ISBN 978-9866036-70-5 (平裝) NT$300
1.天主教 2.祈禱 244.3

兒童神學 : 孩童的屬靈思維操練 / 劉
清虔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
社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0-365-5 (平裝) NT$220
1.神學 2.宗教教育 242

禱告 / 楊腓力(Philip Yancey)著 ; 徐成
德, 黃梓恩, 應仁祥譯 .-- 初版 13
刷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版社,
11005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98-853-5 (平裝)
1.基督教 2.祈禱 244.3

*萬民四末 / 姜秋玲, 賴効忠合編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出版社,
11005 .-- 14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9-22-1 (平裝)
1.天主教 2.神學 242
那些年,聖靈教我的事 / 張茂松著 .-臺初版 .-- 新北市 : 飛鷹出版社,
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1225-4-2 (平裝) NT$240
1.聖靈 242.15
為變革之風而預備 / 妮塔.詹森(Nita
Johnson)著 ; World For Jesus 翻譯團
隊譯 .-- 初版 .-- [新北市] : 榮益印刷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70-0-4 (平
裝)
1.基督教 2.世界末論 3.預言 242.6
敬拜人生 : 我活著是為敬拜 = Live to
worship / 夏忠堅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5 .-- 4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69-3 (平
裝)
1.基督教 2.禮儀 244.2
禮拜中的話語和音樂 : 節期禮拜與
主 題 式 禮 拜 = Word and music in
worship : liturgical seasons and themebased services / 陳琇玟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

Rebuild / 雷小盈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希望之聲文化有限公司, 11005 .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058-9-9 (平裝) NT$220
1.基督徒 2.信仰 244.9
成長人生 : 我活著是為成長 = Live to
grow / 夏忠堅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出版社, 11005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0-370-9 (平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
在基督裡得自由的步驟 / 尼爾.安德
生(Neil T. Anderson)著 .-- [初版] .-新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
出版部, 11006 .-- 6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60-6-2 (平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244.9
聖經教導年輕人的 15 堂課 / 懷愛倫
(Ellen G. White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兆出版社, 11005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314-98-8 (平裝)
1.基督徒 2.青年 3.靈修 244.9
與耶穌一起,談愛情 = Love that lasts :
從交往到婚姻,讓愛延續的兩性相處
秘 訣 / 傑 弗 森 . 貝 斯 齊 (Jefferson
Bethke), 艾莉莎.貝斯齊(Alyssa Bethke)
合著 ; 童貴珊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啟示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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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Soul 系
列 ; 52) .-- ISBN 978-986-06390-5-6
(平裝) NT$350
1.基督徒 2.兩性關係 244.9
撒但的詭計 : 如何看穿並攻克牠 / 華
倫.魏斯比(Warren W. Wiersbe)著 ; 江
惠蓮, 周先俐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橄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華宣出版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52 面; 21
公分 .-- (屬靈爭戰叢書 ; 19) .-- ISBN
978-957-556-903-7 (平裝)
1.基督教 2.靈修 244.9
愛裡無刑罰 : 終結我們與懲罰之間
的愛恨情仇 / 丹尼.席克(Danny Silk)
著 ; 王建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社
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
希伯崙異象工場, 11005 .-- 27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76-1-1 (平
裝)
1.基督教 2.愛 3.寬恕 244.91
經歷 主恩扭轉 人生 : 新眼光 讀經
2021 年 7-9 月 / 王子豪, 胡宏志, 王
品升, 夠尚.優耀, 呂玉美, 陳惠世, 王
曉雯, 陳豐明, 馬國軒, 陳信喆, 劉永
祺, 陳良智, 謝懷安, 劉主恩, 陳柏志
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教會公報出版
社出版 : 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
會臺灣教會 公報社 發行 , 11006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471-91-9 (平裝)
1.基督教 2.靈修 3.讀經 244.93
與神對話的一年 : 寫給女人的 52 則
聖經啟示 / 金柏莉.摩爾作 ; 黃春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
版社, 11008 .-- 205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7-697-0 ( 平 裝 )
NT$450
1.靈修 2.女性 244.93
我 / 張蓬潔文.圖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出版社, 11005 .-- 80 面; 15X14
公分 .-- (寶貝心 ; 4) .-- ISBN 978-986400-358-7 (平裝)
1.基督徒 2.靈修 3.兒童 244.982
說話 / 張蓬潔文.圖 .-- 再版 .-- 臺北
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6 .-- 80 面;
15X14 公分 .-- (寶貝心 ; 5) .-- ISBN
978-986-400-363-1 (平裝)
1.基督徒 2.說話藝術 3.生活指導 4.
兒童 244.982

信仰與理性 /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
教團祕書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,
11006 .-- 15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94-1-4 (平裝) NT$200
1.教牧學 2.天主教 245
神計畫 : 從福音五訣到靈程五階 / 賴
明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恩出版
社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事工
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277-315-4 (平
裝)
1.教牧學 245.1
靈魂的牧者 : 在紛亂的世代中,重新
找 回牧養的 使命與呼 召 / 畢德生
(Eugene H. Peterson)作 ; 汪瑩瑩, 應仁
祥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出
版社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848-1 (平裝)
1.教牧學 2.神職人員 245.5
說話雙翼 / 金聖坤著 ; 徐國明譯 .-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道 聲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224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0-368-6 (平裝)
1.基督教 2.教會 3.教牧學 247
我的主日學教室 / 劉清彥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道聲出版社, 11005 .-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0366-2 (平裝)
1.主日學 2.基督教教育 247.7
在基督裡得自由(帶領者手冊) / 尼爾.
安德生(Neil T. Anderson), 司提夫.高
斯(Steve Goss)合著 .-- [初版] .-- [新北
市] :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
部, 11006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60-7-9 (平裝)
1.基督徒 2.基督教教育 247.71
在基督裡得自由(學員手冊) / 尼爾.
安德生(Neil T. Anderson), 司提夫.高
斯(Steve Goss)合著 .-- [初版] .-- [新北
市] : 財團法人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
部, 11006 .-- 1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60-8-6 (精裝)
1.基督徒 2.基督教教育 247.71
走出隱修院 / 瑪加利大.瑪利亞.洛佩
茲 . 瑪 都 蘭 (Margarita Maria L ό pez
Maturana)著 ; 蔡護瑜, 安瑪莉(Ana
Maria Martin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暖暖書 屋文化 事業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5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08-8-3 (平裝) NT$420
1.天主教傳記 249

其他宗教
金聲木鐸的省思 合輯本. 輯二, 興毅
吳靜宇老前人講道集 / 興毅總壇道
務中心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財團
法人興毅總壇, 11006 .-- 30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51-1-0 (精
裝)
1.一貫道 271.6
彌勒真經釋譯 / 鄭鐵城述解 .-- 初
版 .-- [彰化縣彰化市] : 聖彰書局,
11005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經典釋譯
叢書 ; 22) .-- ISBN 978-986-97297-9-6
(平裝)
1.一貫道 271.6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8-6-6 (平
裝) NT$400
1.新興宗教 2.報導文學 3.日本
276.1

神話
中國文化圖典. 2, 神話傳說人物篇 /
瀧本弘之作 ; 蔡婷朱翻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6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2-40-2 (平裝) NT$450
1.中國神話 282

神農大帝真經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和
裕出版社, 11006 .-- 64 面; 15 公分 .-(道藏系列 ; Q025-1) .-- ISBN 978-98606156-5-4 (平裝) NT$30
1.民間信仰 271.9

日本神話 : 從創世神話到妖怪物語,
奇巧、炫麗的神鬼世界 / 李潔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84-0 (平裝)
NT$330
1.神話 283.1

*彌勒聖道行. 五十八部曲, 東方帝龍.
上 = The royal path of Emperor
Maitreya / 彌勒皇佛作 ; 開慧神譯 .-臺北市 : 彌勒皇教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96-1-1 ( 平 裝 )
NT$320
1.民間信仰 271.9

眾神的遊戲 : 喜劇大師寫給現代人
的希臘神話故事 / 史蒂芬.佛萊
(Stephen Fry)著 ; 陳信宏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496 面; 21 公分 .-- (聯經
文庫) .-- ISBN 978-957-08-5854-9 (卷
1:平裝)
1.希臘神話 284.95

參贊興作 / 梅慧玉撰文 .-- 南投縣埔
里鎮 : 真元宮參贊堂管理委員會,
11007 .-- 4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77-0-7 (精裝)
1.寺廟 2.民間信仰 3.南投縣埔里鎮
272.097
媽 祖 信 仰 故 事 研 究 = Research on
Mazu belief story / 謝瑞隆著 .-- 初
版 .-- 彰化縣埤頭鄉 : 明道大學媽祖
文化學院, 11006 .-- 256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468-80-3 ( 平 裝 )
NT$360
1.媽祖 2.民間信仰 272.71
走訪趙子龍信仰 / 臺灣趙子龍文化
協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灣趙
子龍文化協會, 11007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42-0-1 (平
裝) NT$360
1.民間信仰 2.寺廟 3.旅遊 272.79
衝破封印的心靈魔物 : 奧姆真理教
事件未解之謎 / NHK 特別節目採訪
組作 ; 劉冠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凌宇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16 面;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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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數；迷信
六爻心法點竅 / 趙齊英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進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80 面; 21 公分 .-- (相卜叢
書 ; 2085) .-- ISBN 978-986-99635-4-1
(平裝) NT$600
1.易占 292.1
明公啟示錄 : 范明公的易占玄機. 一,
向 古人借管 理智慧之 學 / 范明公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
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91-7 (平裝) NT$300
1.易占 292.1
太陽回歸 : 活出內在光芒的生命旅
程 / 李安姬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星
齊一工作室, 11005 .-- 16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4034-4-3 (平裝)
1.占星術 292.22

世界最準的愛情占星術 : 透過星圖
揭 開每個人 羅曼史的 秘密 / 芝蘭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知青頻道出
版有限公司出版 : 紅螞蟻圖書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6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 (Easy quick ; 175) .-- ISBN 978-986488-217-5 (平裝) NT$360
1.占星術 292.22
星座美少女. 11, 攻破魔域的逆光之
箭 /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; 多多繪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 (小公主成長學園 ; CFF017) .-- ISBN
978-986-0761-00-9 (平裝) NT$210
1.占星術 2.通俗作品 292.22
星座美少女. 12, 魔法石之書的友情
召喚 / 彩色泡沫工作室作 ; 多多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(小公主成長學園 ; CFF018) .-ISBN 978-986-0761-05-4 ( 平 裝 )
NT$210
1.占星術 2.通俗作品 292.22
好命密碼. 股市贏家篇 / 愛德華
Edward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成嘉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67-2-7 (平
裝) NT$280
1.占卜 2.數字 292.9
宇 宙 星 流 神 諭 卡 = Cosmos flow
oracle card / 李安姬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星齊一工作室, 11006 .-- 106
面; 1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034-50 (平裝)
1.占卜 292.96
黃金塔羅牌 : 維斯康提經典復刻牌
組 / 瑪麗.帕卡德(Mary Packard)作 ;
喬莉娜, 孫梅菁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
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9 .-- 14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00-6 (精裝) NT$1250
1.占卜 292.96
點亮你的每一天~水晶靈感卡 : 隨時
擁有水晶的好靈感與正能量 / 海瑟.
阿斯奇諾西(Heather Askinosie)著 ; 王
培欣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林出
版社, 11007 .-- 128 面; 19 公分 .-(Change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007-80 (平裝) NT$780

1.占卜

292.96

命理師在做啥 : 熱血暖心、笑中帶
淚、死裡逃生的卜算日常,以及毫不
保留的一針見血真心話! / 羅嫻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(Joyful life ; 14) .-- ISBN 978-9865496-15-9 (平裝) NT$299
1.命相 293
紫微+水象星座算命更準 / 法雲居士
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金星出版社,
11006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(命理生
活新智慧叢書 ; 129) .-- ISBN 978986-6441-78-3 (平裝) NT$380
1.紫微斗數 2.占星術 293.11
八字奇書 VS 金瓶梅 / 澤洋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進源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45 面; 21 公分 .-- (八字
叢書 ; 6051) .-- ISBN 978-986-996355-8 (平裝) NT$300
1.命書 2.生辰八字 293.12
後天派陰陽宅必應 / 吳友聰編著 .-新北市 : 吳友聰, 11007 .-- 29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8-6 (精
裝) NT$600
1.相宅 294.1
成巫之道 :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
尋之路。. 下, 大道無言 / 阿尼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74-0-0 (平裝)
1.巫術 2.靈修 295
成巫之道 :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
尋之路。. 上, 空性傳承 / 阿尼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96-8-0 (平裝)
1.巫術 2.靈修 295
成巫之道 :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
尋之路。. 中, 我輩巫者 / 阿尼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96-9-7 (平裝)
1.巫術 2.靈修 295
威卡關係魔法 / 麗莎.錢伯倫作 ; 邱
俊銘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41-9
(平裝) NT$380
1.巫術 295
19

凶宅怪談. 3, 與鬼同住,入住後一去
不返...... / 松原田螺作 ; 陳令嫻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(Focus ; 99) .-- ISBN 978-957-658-5753 (平裝) NT$380
1.鬼靈 2.日本 298.6

自然科學類
總論
上一堂輕鬆的科技小史 : 從基因工
程到人工智慧,數理學渣也能快速上
手的科技課 / 侯東政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93-9 ( 平 裝 )
NT$360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0
STEAM 科學機關自造王 : 我永遠都
能做!280 張照片圖解+步驟拆解,打
造刺激五感、鍛鍊思考、發揮創意
的科學遊戲 / 艾莉森.巴克斯頓(Dr.
Alison Buxton)作 ; 謝明珊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11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297-8 (平裝)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303.4
科學可以很有趣 / 曼羅.里夫(Munro
Leaf)圖文 ; 史偉志譯 .-- [新北市] :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7-418-5 (精裝) NT$300
1.科學實驗 2.通俗作品 303.4
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. 5 : 漸漸浮出檯
面的罪犯 / 高嬉貞文字 ; 玄寶, 梁善
模圖畫 ; 蔡佳燁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05-7 (平裝) NT$32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少年科學偵察隊 CSI. 6, 追捕嫌疑犯
J.M. / 高嬉貞文字 ; 玄寶, 梁善模圖
畫 ; 蔡佳燁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1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854-5 (平裝) NT$32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星空和大地,藏著那麼多祕密 / 參商,
楊嬰, 史軍, 于川, 姚永嘉著 .-- 初
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136 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
童萌) .-- ISBN 978-957-14-7210-2 (平
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勇戰公牛鯊 / Wilson Lew 作 ; 山頂工
作室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(X 極限挑戰王 ; 1) .-ISBN 978-986-0761-03-0 ( 平 裝 )
NT$28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科學的故事. III : 近代物理和化學 /
徐明達著 .-- 臺北市 : 活石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873-5-6 (平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
荷莉.哈塔姆(Holly Hatam)圖 ; 劉握瑜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23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025-9 (平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8.9

數學女孩 / 結城浩作 ; 衛宮紘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數學館 ;
40) .-- ISBN 978-986-5408-57-2 (平裝)
NT$320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310

小艾的科學筆記. 2, 秋日篇 : 葉子為
什麼會變色？ / 凱蒂.柯本斯(Katie
Coppens) 文 ; 荷 莉 . 哈 塔 姆 (Holly
Hatam)圖 ; 劉握瑜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305-026-6 (平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8.9

賴爸爸的數學實驗 : 12 堂生活數感
課 / 賴以威作 ; 張睿洋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45-9 (平裝) NT$320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310

數學

微積分 / 黃天受, 周開華, 田絢綺, 陳
昆助, 程覺敏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北市 :
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15-1-5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
恐龍、藍菌和更古老的生命 / 史軍,
楊嬰, 于川著 ; 史軍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16 面; 23 公分 .-- (科學童
萌) .-- ISBN 978-957-14-7211-9 (平裝)
1.科學 2.通俗作品 307.9

升科大四技 : 數學 A 總複習講義.
2022 最新版 / 林炳良, 楊雅媛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68-0 (平裝)
1.數學 310

第一支火箭 : 被戰火推進的航太史 /
張天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92 面;
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16-684-7 (平裝) NT$360
1.科學 2.太空科學 307.9

好好笑漫畫數學 : 生活數字王 / 司空
彌生, 沈宜蓉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43-5 (平裝) NT$320
1.數學 2.漫畫 310

微積分真簡單 / 周鑑恆著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海峽前鋒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6717-8-1 ( 平 裝 )
NT$350
1.微積分 314.1

終戰!人體極限奧祕 / 熱血同盟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 (X 萬獸探險隊特別篇) .-- ISBN
978-986-0761-04-7 (平裝) NT$280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
為什麼公車一次來三班? : 生活中隱
藏的 81 個數學謎題 / 羅勃.伊斯威
(Rob Eastaway), 傑 瑞 米 . 溫 德 漢
(Jeremy Wyndham)著 ; 蔡承志譯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,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 (科普漫遊 ; FQ1011Y) .-- ISBN 978986-235-983-9 (平裝) NT$320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310

管理數學 / 王妙伶, 陳獻清, 黎煥中,
廖珊彗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69-7
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1.管理數學 319

超好玩!互動知識書 : 下面有什麼? /
賽西樂.裘格拉作 ; 迪迪耶.巴力席維
繪 ; 吳愉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35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74-549-6 (精裝)
1.科學 2.繪本 307.9
最強對決. 4, 木乃伊 VS 吸血鬼 / 蔡
詩中文 ; 陳葆元, 雷歐, 林迪文圖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(神秘科
學探險隊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658587-6 (平裝)
1.科學 2.漫畫 307.9
小艾的科學筆記. 1, 夏日篇 : 消失的
藍莓 / 凱蒂.柯本斯(Katie Coppens)文 ;

算術可以很有趣 / 曼羅.里夫(Munro
Leaf)圖.文 ; 史偉志譯 .-- 新北市 : 韋
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19-2 (精裝) NT$300
1.數學 2.通俗作品 310
數學 / 張太山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6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734-0 (平裝) NT$460
1.數學 3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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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積分 = Calculus / 洪揮霖編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287-2 (平裝)
1.微積分 314.1

一生受用的統計學思維 / 佐佐木彈
作 ; 趙鴻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21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303-7 (平裝) NT$350
1.機率論 2.統計學 3.通俗作品
319.1

電腦資訊科學
圖解雲端技術的原理與商業應用 /
西村泰洋原著 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63-3 (平裝)
1.資訊服務 2.雲端運算 312

超大流量系統解決方案 : 大型網站
架構師的經驗分享 / 高翔龍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95-7 (平裝) NT$500
1.系統架構 2.作業系統 312.12
超端新世代網路概論 / 簡國璋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5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0-532-0 ( 平 裝 )
NT$560
1.電腦網路 312.16
圖解 TCP/IP / 榮欽科技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93-3 (平裝) NT$520
1.通訊協定 2.網際網路 312.162
多元裝置時代的網站 UI/UX 設計法
則 : 打造出讓使用者完美體驗的好
用介面 / 原田秀司著 ; 許郁文譯 .-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797-1 (平裝)
1.網頁設計 312.1695
巨型服務架構 : 分佈式/資料庫優化/
記憶體快取設計/IO 模型 / 易哥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6-00-3 ( 平 裝 )
NT$690
1.軟體研發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2
資料密集型應用系統設計 / Martin
Kleppmann 原著 ; 李健榮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35-0 (平裝)
1.軟體研發 2.電腦程式設計 3.資料
庫管理 312.2
編寫程式的邏輯 : 如何用物件導向
實作複雜的業務需求 / 李運華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4-784-1 ( 平 裝 )
NT$600
1.物件導向 2.軟體研發 312.2
圖解程式設計的技術與知識 / 增井
敏克原著 ; 何蟬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23-7 (平裝)

1.電腦程式設計 2.電腦程式語言
312.3
C++程式設計導論 / Y. Daniel Liang
著 ; 蔡明志譯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6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36-7 (平裝)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C++程式語言設計寶典 / 洪志維作 .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- 45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74-4
(平裝)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Clean Code 學派的風格實踐 : 重構遺
留 Codebase,突破 C#效能瓶頸 / Jason
Alls 著 ; 江玠峰譯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89-6
(平裝) NT$690
1.C#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Visual C# 2019 程式設計完全解析. I :
帶著新手打穩程式基礎 / 資訊種子
研究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2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87-2 (平
裝)
1.C#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Visual C# 2019 程式設計完全解析.
II : 加強專業開發技術能力 / 資訊種
子研究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3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94-0
(平裝)
1.C#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深 入 淺 出 C# / Andrew Stellman,
Jennifer Greene 原著 ; 賴屹民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8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66-4 (平裝)
1.C#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圖說演算法 : 使用 C++ / 吳燦銘, 胡
昭民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1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90-2 (平
裝) NT$500
1.C++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C
完全自學! : Go 語言(Golang)實戰聖
經 / Delio D'Anna, Andrew Hayes, Sam
Hennessy, Jeremy Leasor, Gobin
Sougrakpam, Dániel Szabó 著 ; 旗標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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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旗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7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12-670-6 (平裝) NT$899
1.Go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G6
Servlet&JSP 技術手冊 / 林信良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6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840-4 (平裝)
1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2.網頁設計 3.
全球資訊網 312.32J3
輕鬆學會運算思維與 Java 語言設計
基礎實務 / 陳德來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0-533-7 (平裝) NT$380
1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 312.32J3
Python 從 MicroPython 到物聯網應用
超實務 : 零基礎輕鬆學習軟硬體整
合 MicroPython 程式設計 / 陳會安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785-8 ( 平 裝 )
NT$620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電腦程式
設計 3.物聯網 312.32P97
Python 演算法交易 / Yves Hilpisch 原
著 ; 藍子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640 (平裝)
1.Python(電腦程式語言) 2.投資分析
3.數學模式 312.32P97
CQRS 命令查詢職責分離模式 / Ajay
Kumar 著 ; 錢亞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792-6 (平裝) NT$400
1.電腦軟體 2.軟體研發 3.物件導向
程式 312.49
AutoCAD 範例錦囊武功祕笈 / 廖高
德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07 .-58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142-9 (平裝)
1.AutoCAD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A97
Excel 公式+函數職場專用超級辭典 :
新人、老鳥到大師級都需要的速查
指引 / 王國勝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電腦人文化出版 :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60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049-17-4 (平
裝) NT$540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Excel 函數資料庫統計分析 設計寶
典 / 孫惠民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
11007 .-- 38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5-480-5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Excel 財會、進銷存、門市銷售 設
計寶典 / 孫惠民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
文化, 11007 .-- 37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615-481-2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
化, 11007 .-- 5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5-478-2 (平裝)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MOS 國際認證應考指南 : Microsoft
Word Associate Exam MO-100 / 王仲
麒, 王莉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
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671 (平裝)
1.WORD(電腦程式) 2.考試指南
312.49W53

1.資料結構 2.Java(電腦程式語言)
312.73
R 語言 : 量表編製、統計分析與試
題反應理論 / 陳新豐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5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98-2 (平裝) NT$580
1.資料探勘 2.電腦程式語言 3.電腦
程式設計 312.74
輕鬆學習 R 語言 : 從基礎到應用,掌
握 資料科學 的關鍵能 力 / 郭耀仁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837-4 (平裝)
1.資料探勘 2.電腦程式語言 3.電腦
程式設計 312.74

第一次學 Excel VBA 就上手 / たて
ばやし淳原著 ; 吳嘉芳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34-3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
第一次用 WORD 寫論文就上手 / 黃
聰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7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42-8 (平
裝)
1.WORD(電腦程式) 2.編輯
312.49W53

翻倍效率工作術 : 不會就太可惜的
Excel 必學函數 / 文淵閣工作室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857-2 (平裝)
1.EXCEL(電腦程式) 312.49E9

Spring Boot : 建 置 與 執 行 / Mark
Heckler 原著 ; 黃銘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61-9 (平裝)
1.系統程式 2.電腦程式設計 312.52

MATLAB 程式設計入門 / 余建政, 林
水春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5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71-0 (平
裝)
1.MATLAB(電腦程式) 312.49M384

第一次用 macOS Big Sur 就上手 / 井
村克也原著 ; 衛宮紘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6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39-8 (平裝)
1.作業系統 312.54

資料庫解剖學 : 從內部深解 MySQL
運作原理 / 小孩子 4919 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6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1-99-0 (平裝) NT$880
1.資料庫管理系統 2.SQL(電腦程式
語言) 312.7565

SOLIDWORKS Simulation 專業培訓
教 材 = SOLIDWORKS simulation
professional / Dassault Systèmes
SolidWorks Corp.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 3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34-791-9 (平裝)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
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. 2021
年版 /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
基金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44-2 (平
裝)
1.打字 312.72

圖 解 SQL 查 詢 的 基 礎 知 識 : 以
MySQL 為例 / 坂下夕里原著 ; 許郁
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60-2 (平裝)
1.資料庫管理系統 2.SQL(電腦程式
語言) 312.7565

中英數輸入實力養成暨評量. 2021
年版 /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
基金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73-4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490
1.打字 312.72

駭客們好自為之 : CTF 大賽 PWN 奪
旗技術大展 / 楊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- (DM ;
2129) .-- ISBN 978-986-0776-03-4 (平
裝) NT$1000
1.資訊安全 2.網路安全 312.76

動 畫 圖 解 APP 資 料 結 構 : 使 用
JAVA / 李春雄著 .-- 初版 .-- [新北
市] : 滄海圖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44 面; 26 公分 .-- (滄海書
碼 ; CS0439) .-- ISBN 978-986-065154-6 (平裝)

駭客就在你旁邊 : 內網安全攻防滲
透你死我活 / 徐焱, 賈曉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6-01-0 (平裝) NT$730
1.資訊安全 2.區域網路 312.76

SOLIDWORKS Simulation 基礎培訓
教 材
/
Dassault
Systèmes
SOLIDWORKS Corp.作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5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4-788-9 (平裝)
1.SolidWorks(電腦程式) 2.電腦繪圖
312.49S678
SolidWorks 創客 3D 合理設計表現 /
林志鎰作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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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天學會大數據資料處理-NoSQL :
MongoDB 入門與活用 / 黃士嘉, 周映
樵著 .-- 第四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98-8 (平
裝)
1.資料庫管理系統 2.關聯式資料庫
312.7565

After Effects 高級特效技術手冊 : 十
大插件應用精粹 / 白乃遠, 黃文興,
陳冠鵬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-5344 (平裝) NT$680
1.多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.電腦動
畫 312.8
iClone7 動畫大師 : 輕鬆學會即時專
業動畫製作 / 吳敬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0-536-8 (平裝) NT$580
1.iClone(電腦程式) 2.電腦動畫
312.8
LINE 動態貼圖 SOP 全破解 : 角色企
劃+Crazytalk Animator 3 動畫軟體實
作+開戶上架 一本搞定! / NiNi 老師
(謝昊霓)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
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530-6 (平裝) NT$450
1.電腦動畫設計 2.電腦程式 312.8
Maya 動畫製作 設計寶典 / 蔡龍華
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7 .-5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479-9 (平裝)
1.MAYA(電腦程式) 2.電腦動畫
312.8
打造集客瘋潮的微電影行銷術 : 影
音剪輯實戰 x 行動影音剪輯 x 特效
處理 x 微電影實作 x 影音社群行銷 /
鄭苑鳳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4-796-4 (平
裝) NT$520
1.多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.網路行
銷 312.8
快速學會 PhotoImpact / 林佳生作 .-新北市 : 知果文化, 11007 .-- 25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5-6-0
(平裝)
1.多媒體 2.數位影像處理 312.8
AI 人工智慧 / 高昶易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48-48-9 (平裝)
1.人工智慧 312.83
人工智慧 : 素養及未來趨勢 / 張志勇,
廖文華, 石貴平, 王勝石, 游國忠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3-774-1 (平裝)
1.人工智慧 312.83

11007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+) .- ISBN 978-957-14-7219-5 (平裝)
1.火星 2.太空探測 323.33

金融 AI : 人工智慧的金融應用 /
Yves Hilpisch 著 ; 陳仁和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38-1 (平裝)
1.人工智慧 2.金融業 312.83

138 億年大宇宙 : 全盤了解宇宙的天
體與歷史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黃
經良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
27 公分 .-- (人人伽利略 ; 27) .-- ISBN
978-986-461-246-8 (平裝) NT$500
1.宇宙 2.天文學 323.9

初學 Jetson Nano 不說 No : CAVEDU
教你一次懂 / 曾吉弘, 郭俊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尼斯企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3299-8-9 (平裝) NT$480
1.人工智慧 2.機器學習 3.系統程式
312.83
Python 資料科學與機器學習 : 從入
門到實作必備攻略 / Frank Kane 著 ;
陳光欣譯 .-- 新北市 : 博碩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4-786-5 ( 平 裝 )
NT$620
1.機器學習 2.資料探勘 3.Python(電
腦程式語言) 312.831
機器學習 : 彩色圖解+基礎微積分
+Python 實作 : 王者歸來 / 洪錦魁
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6-06-5 (平裝)
NT$780
1.機器學習 312.831

天文學
生活中的天文學 / 李昫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44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89-0 (平裝)
NT$250
1.實用天文學 2.觀星 322
行星 : 探索人類潛在新住所 / 大衛.A.
羅瑟里(David A. Rothery)著 ; 林楸燕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5-73-7 (平裝) NT$320
1.行星 2.太陽系 323.3
穿越 4.7 億公里的拜訪 : 追尋跟著水
走的火星生命 / 李傑信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23

95 張拯救世界的綠色地圖 / <<科大
普>>雜誌(KATAPULT)著 ; 黃慧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63-8
(平裝) NT$550
1.環境保護 2.永續發展 328.8
我們可以選擇的未來 : 拯救氣候危
機 / 克莉絲緹亞娜.菲格雷斯
(Christiana Figueres), 湯姆.里維特-卡
納克(Tom Rivett-Carnac)著 ; 林俊宏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(科學文化 ; 215) .-ISBN 978-986-525-178-9 ( 平 裝 )
NT$350
1.全球氣候變遷 2.地球暖化 3.環境
保護 328.8
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巴黎協
定 / 范建得, 方肇頤, 廖沿臻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1-219-4 (平裝) NT$320
1.全球氣候變遷 2.環境保護 3.國際
公約 328.8

物理
度量衡可以很有趣 / 曼羅.里夫
(Munro Leaf)圖.文 ; 何昀軒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64 面; 23 公分 .-(知識很有趣系列 ; 5) .-- ISBN 978986-427-420-8 (精裝) NT$300
1.度量衡 2.通俗作品 331.8
重力 : 擾動時空的主宰者 / 提姆西.
克里夫頓(Timothy Clifton)著 ; 胡訢諄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
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5-74-4 (平裝) NT$300
1.力學 2.引力 332
大科學 : 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,軍工
複合體的誕生 / 麥可.西爾吉克
(Michael Hiltzik)著 ; 林俊宏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 遠足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52 面;
21 公分 .-- (左岸科學人文 ; 323) .-ISBN 978-986-06666-1-8 ( 平 裝 )
NT$650
1.勞倫斯(Lawrence, Ernest Orlando,
1901-1958.) 2.粒子加速 3.物理學 4.傳
記 5.美國 339.49

化學
一看就懂!馬上就能運用的精油化學 :
了解成分與作用,搭配科學芳療挑選
精油和配方,有效改善各種身心症狀
/ 川口三枝子著 ; 蘇珽詡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大 樹 林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自然生
活 ; 51) .-- ISBN 978-986-06007-6-6
(平裝) NT$400
1.香精油 2.化學 3.芳香療法 346.71
圖解量子化學 : 一本讀懂橫跨所有
化學領域的學問 / 齋藤勝裕著 ; 陳朕
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53-5 (平裝)
1.量子化學 348.25

地質學
五萬分之一臺灣地質圖說明書. 圖幅
第三號, 林口 / 郭若琳, 陳棋炫, 林朝
宗[作]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部
中央地質調查所, 11005 .-- 101 面; 22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173-3 (平
裝)
1.地質調查 2.地質圖 3.臺灣 356.33
怕!超巨大滅絕生物圖鑑 / 田中源吾
監修 ; 旭屋出版編輯部編著 ; 丁冠宏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98-9 (平
裝) NT$350
1.古生物學 359
DINO DANA 小恐龍家的實地考察指
南 / J.J.強生, 科琳羅素強生, 克莉斯

丁西姆斯著 ; 謝明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4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295-4 (精裝)
1.爬蟲類化石 2.通俗作品 359.574

生物學
生物統計學 : 使用 Excel 與 SPSS / 郭
寶錚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
國際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548-47-2 (平
裝)
1.生物統計學 360.13
生物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選拔競賽試
題解析. 2017 年 = Solutions and study
guide for the exams / 張哲睿, 張若愚,
許耿彰, 李柏陞, 洪學宇, 黃靖惟, 林
孟黌, 陳泰禕, 盧謙, 劉濬維, 沈耕宇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
學前教育署, 11005 .-- 229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25-1 (平裝)
NT$250
1.生物 2.學科競賽 3.問題集 360.22
生物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選拔競賽試
題解析. 2018 年 = Solutions and study
guide for the exams / 張哲睿, 張若愚,
許耿彰, 李柏陞, 洪學宇, 黃靖惟, 林
孟黌, 陳泰禕, 盧謙, 劉濬維, 沈耕宇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
學前教育署, 11005 .-- 24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26-8 (平裝)
NT$250
1.生物 2.學科競賽 3.問題集 360.22
基礎生物學 / 王愛義, 朱于飛, 施科
念, 黃仲義, 蔡文翔, 鍾德磊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72-7 (平裝)
1.生命科學 361
生物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選拔競賽試
題解析. 2016 年 = Solutions and study
guide for the exams / 張哲睿, 張若愚,
許耿彰, 李柏陞, 洪學宇, 黃靖惟, 林
孟黌, 陳泰禕, 盧謙, 劉濬維, 沈耕宇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
學前教育署, 11005 .-- 22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00-24-4 (平裝)
NT$250
1.生物 2.學科競賽 3.問題集 361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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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的躍升 : 40 億年演化史上最重
要的 10 大關鍵 = Life ascending the
ten great inventions of evolution / 尼克.
連恩(Nick Lane)著 ; 梅苃芢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出版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432 面;
21 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236) .-ISBN 978-986-262-491-3 ( 平 裝 )
NT$550
1.演化論 2.分子演化 362
組合新生命 : 從化石到 DNA,解碼 40
億 年 來 的 生 命 / 尼 爾 . 蘇 賓 (Neil
Shubin)作 ; 鄧子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鷹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鷹
之喙 ; 2) .-- ISBN 978-986-06328-8-0
(平裝) NT$450
1.演化生物學 362
改變世界的微生物與傳染病 : 主宰
人類興亡的推手 / 左卷健男編著 ; 鍾
嘉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59-7 (平
裝)
1.微生物學 2.傳染性疾病 369

植物學
海濱之花朵朵綻放 / 林愛玲文 ; 黃士
豪, 薛心妤, 安羿錤, 柯亭安, 陳沛忻
圖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
民小學, 11006 .-- 22 面; 21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2-34-5 ( 精 裝 )
NT$500
1.植物 2.繪本 370
19-20 世紀植物圖鑑 : 從 200 多幅植
物剖析掛畫認識植物學的世界 / 安
娜. 羅倫(Anna Laurent) 作 ; 張雅億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704-4 (精
裝) NT$990
1.植物圖鑑 375.2
被遺忘的拉美 : 福爾摩沙懷舊植物
誌 : 農村、童玩、青草巷,我從亞馬
遜回來,追憶台灣鄉土植物的時代 /
胖胖樹王瑞閔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
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03-7 (平裝) NT$650
1.植物志 2.臺灣 375.233
她倔強地要做野花 : 澳洲花鳥手帖 /
立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健行文化
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九歌出版
社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(愛生活 ; 57) .-- ISBN 978986-06511-2-6 (平裝) NT$350
1.植物志 2.澳洲 375.271
菇的呼風喚雨史 : 從餐桌、工廠、
實驗室、戰場到農田,那些人類迷戀、
依賴或懼怕的真菌與它們的祕密生
活 = Beckoning the wind, summoning
the rain.stories of mushroom / 顧曉哲
著 ; 林哲緯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積
木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24-8 (平裝) NT$480
1.菇菌類 2.通俗作品 379.1

動物學
動物小知識翻翻書 : 這是誰的家? /
拉德嘉.楊斯卡(Radka Janská)文 ; 卡
門.薩爾達納(Carmen Saldaña)圖 ; 謝
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10 .-16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7-86-1 (精裝)
1.動物學 2.繪本 380
動物小知識翻翻書 : 這是誰的腳印?
/ 拉德嘉.楊斯卡(Radka Janská)文 ; 卡
門.薩爾達納(Carmen Saldaña)圖 ; 謝
靜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小光點, 11010 .-16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7-85-4 (精裝)
1.動物 2.繪本 380
驚人大發現!超強動物進化圖鑑 : 原
來以前動物長這樣? / 今泉忠明作.
繪 ; 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160 面; 21 公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
129) .-- ISBN 978-986-507-441-8 (平裝)
NT$300
1.動物 2.動物演化 3.通俗作品 380

風城裡的快樂天堂 : 新竹動物園再
造與重生 / 翁禎霞文 ; 黃祈嘉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
出版 : 巴巴文化發行, 11008 .-- 208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97-45 (平裝) NT$480
1.新竹市立動物園 380.69

知道了更有趣的人體解剖圖鑑 / 松
本佐保姬監修 ; あらいぴろよ漫畫 ;
童小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64-1 (平
裝)
1.人體解剖學 394

超好玩!互動知識書 : 動物大解密 /
希薇.博悉耶作 ; 迪迪耶.巴力席維繪 ;
丘芝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國
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3 面;
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4-5489 (精裝)
1.動物 2.繪本 385

解剖學 / 游祥明, 宋晏仁, 古宏海, 傅
毓秀, 林光華作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華杏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6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4598-9 (精裝)
1.人體解剖學 394

法布爾老師的昆蟲教室 : 生生不息
的自然與昆蟲 / 奧本大三郎文 ; 山下
浩平圖 ; 葉韋利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1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5-185-7 ( 精 裝 )
NT$499
1.昆蟲學 2.通俗作品 387.7
昆蟲島 / 香川照之作 ; 張東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6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57-658-567-8 (第 1 冊:精裝)
1.昆蟲 2.繪本 387.7
好想知道恐龍們的事! / YOYO studio
作.插畫 ; 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4
面 ; 22X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528-87-4 (精裝) NT$299
1.爬蟲類 2.通俗性讀物 388.794
鳥類學 / Jaime Samour 作 ; 丁睦懷,
王柏翔, 張芳綸, 康主霖, 彭筠文, 黃
立心, 蘇香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愛思唯 爾有限 公司 , 11005 .-712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654-9-1 (平裝)
1.鳥類 388.8

人類學
人體解剖學 / 馮琮涵, 黃雍協, 柯翠
玲, 廖智凱, 胡明一, 林自勇, 鍾敦輝,
周綉珠, 陳瀅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7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0-730-2 (精裝)
1.人體解剖學 3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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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識 我 身 體 裡 面 的 祕 密 / Cristina
Junyent 作 ; Cristina Losantos 繪 ; 汪
德慶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85-0 (精裝)
NT$580
1.人體解剖學 2.通俗作品 394
人體 製造工廠 : 便便、尿尿 、汗
水......35 種有形的人體產物 / 藤田紘
一郎監修 ; 戶毛戶毛繪圖 ; 張東君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
讀) .-- ISBN 978-986-5593-29-2 (平裝)
NT$350
1.人體生理學 397
人體 製造工廠 : 發燒、體臭 、咳
嗽......36 種無形的人體產物 / 藤田紘
一郎監修 ; 戶毛戶毛繪圖 ; 張東君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(廣泛閱
讀) .-- ISBN 978-986-5593-31-5 (平裝)
NT$350
1.人體生理學 2.通俗作品 397
身體大搜密 / 林靈作 ; 陳志鴻繪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0 面; 31 公分 .-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626-313-004-3
(精裝)
1.人體學 2.通俗作品 397
嘎嘎的光照書. 3 : 身體會痛,有關係?
/ 方秋雅文 ; rabbbit44 圖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5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5-908-9 (精裝) NT$350
1.人體生理學 2.兒童讀物 397

認 識 我 身 體 外 面 的 祕 密 / Cristina
Junyent 作 ; Cristina Losantos 繪 ; 汪
德慶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文
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2884-3 (精裝) NT$580
1.人體生理學 2.通俗作品 397
人類發展學 / 李淑杏, 莊美華, 莊小
玲, 莊安慧, 梁香, 黃良圭, 趙國玉, 梁
淑華, 金幼婷, 陳可欣, 王淑真, 戴仲
宜, 黃惠滿, 許燕玲, 林雪貴, 黃琴雅
編著 .-- 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
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9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333 (平裝)
1.發育生理學 2.人類發展 397.1
神經元修復保健全書 : 用簡單動作
活化迷走神經,緩解負面情緒、疼痛、
消化不良、行動困難、壓力症候群,
促進細胞更新 / 拉斯.林哈德(Lars
Lienhard), 鄔 拉 . 史 密 特 - 費 策 (Ulla
Schmid-Fetzer), 艾瑞.柯布(Eric Cobb)
著 ; 呂以榮, 游絨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Live
& learn ; 87) .-- ISBN 978-986-0734-836 (平裝) NT$520
1.神經元生理學 2.運動健康 398.21
蠶絲蛋白多元創新開發應用研發成
果報告 / 李松泰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6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8-2889 (平裝)
1.蠶絲 2.纖維蛋白 3.生物技術 4.文
集 399.7
酶 : 決定生老病死美 / 楊中武, 韓謹
鴿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165) .-- ISBN 978-9860799-05-7 (平裝) NT$280
1.酵素 2.食療 399.74

應用科學類
總論
iPOE 科技誌. 7, MAKEX 世界機器人
挑戰賽全攻略 / 尤濬哲, 連宏城, 黃
文玉, 趙珩宇, 蕭佳明, 蘇恆誠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04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3-252-8 (平裝)
1.科技教育 403

醫藥
跨國界白袍紀事 : 半世紀臺大國際
醫療交流史 / 吳明賢總策劃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7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39-8-5 (平
裝)
1.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.
醫學 3.醫療服務 4.國際交流 5.歷史
410
亞東紀念醫院醫學人文悅讀心得作
品集. 2017-2020 年 / 亞東紀念醫院
教學部圖書館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亞東紀念醫院教學部圖書館,
11005 .-- 29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8472-5-1 (平裝)
1.醫學倫理 2.人文素養 3.文集
410.1619
好聰明漫畫醫學 : 生病了該怎麼辦？
/ 曾建華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1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9144-2 (平裝) NT$320
1.家庭醫學 2.保健常識 3.漫畫
410.46
看山、看水、看養生 / 吳文騰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稻 鄉 出 版 社 ,
11005 .-- 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430-7-9 (精裝) NT$220
1.健康法 2.養生 411.1
超超超超超超級難的找不同 /
EyeWink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291-6
(平裝)
1.健康法 2.視力保健 411.1
超超超超超超級難的數隻數隻 /
EyeWink 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
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9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1-292-3
(平裝)
1.健康法 2.視力保健 411.1
該是時候保養身體,你已經不年輕了 :
拒絕三高,遠離阿茲海默,銀髮族的健
康日記 / 許承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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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 244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692-2 (平裝) NT$290
1.中老年人保健 2.保健常識 3.健康
法 411.1
調整社會性時差,帶出最高表現 : 白
天喝綠茶、晒太陽......只要養成這些
習慣,就能消除時間差,再也不覺得累
還能提升表現 / 大塚邦明著 ; 羅淑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(Easy ; 103) .-- ISBN 978-986-0742-305 (平裝) NT$360
1.生理調節 2.健康法 411.1
譚敦慈的安心生活全圖典. 無毒生活
篇 : 最放心的「衣住行」守則 X 出
入 X 居家安全 X 外出指南,打造不
生病的身體! / 譚敦慈著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216 面; 23 公分 .-- (三采健康館 ;
153) .-- ISBN 978-957-658-581-4 (平裝)
NT$420
1.健康法 2.保健常識 411.1
5 分鐘健身操 消除身體疼痛 / 亀井
佐千雄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
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128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誌 ; 46) .-ISBN 978-986-373-588-5 ( 平 裝 )
NT$320
1.瑜伽 411.15
神光瑜伽 = Zen Light Yoga / 敬海林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0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8-74-1 ( 平 裝 )
NT$250
1.瑜伽 411.15
不健康的食物不要吃 / 增尾清文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83-0 (平
裝) NT$350
1.食品衛生 2.健康飲食 3.食品添加
物 411.3
健康不要花大錢 : 牛初乳提供最多
營養、黑芝麻長烏髮、易胖體質需
補充瘦菌?還在迷信補品保庇嗎?跟
著醫學專家破解各種偏方 / 京虎子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66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683-0 (平裝) NT$330

1.健康飲食 2.健康法

411.3

維生素の養生術 / 賴清山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64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6-0971-3 ( 平 裝 )
NT$620
1.維生素 2.健康法 411.3
斷糖一定會減肥嗎? / 関根有希絵
文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82-3
(平裝) NT$340
1.健康飲食 2.減重 411.3
腸樂我淨,素無量心 / 王本榮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89-1 (平裝)
1.素食 2.健康飲食 411.371
親子正念瑜伽 : 正念媽媽的靜心練
習與親子瑜伽書 / 蔡祐慈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與
運動 ; 35) .-- ISBN 978-986-5582-85-2
(平裝) NT$399
1.瑜伽 411.7
+2 的高效微鍛鍊 : 韓星私人教練的
30 天徒手健身計畫,從 2 分鐘開始,
成為堅持每天運動的人 / 文智淑作 ;
陳品芳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8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116-8 (平裝) NT$399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Life Balancer : 健身 x 日常,成為自己
的生活平衡大師 / 金鎮宇作 ; 黃莞婷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631-0 (平裝)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女性重訓新思維 / 盧.舒勒, 卡珊卓.
佛塞作 ; 謝孟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7 .-- 295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864 (平裝) NT$420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3.女性
411.711
肌肉醫生的速效健身指南 : 擺脫無
效運動,鍛鍊好體態 x 迅速長肌肉 x
舒緩關節痛 / 小島央著 ; 鄒玟羚, 高
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8 面; 21
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66-5 (平
裝)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
康 Smile ; 76) .-- ISBN 978-986-549612-8 (平裝) NT$420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411.94

健身,也健心 : 傳奇教練丹約翰的人
生與肌力訓練講堂 / 丹.約翰(Dan
John)著 ; 王啟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堡
壘文化, 11007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(怪獸 ; 1) .-- ISBN 978-986-06513-8-6
(平裝) NT$420
1.健身運動 2.運動訓練 411.711

輕斷食 瘦身有效 / 歐陽鍾美文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86-1 (平裝)
NT$450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411.94

解決肩頸僵硬的 10 秒胸椎伸展操 /
酒井慎太郎作 ; 龔亭芬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175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300-6 ( 平 裝 )
NT$320
1.運動健康 2.放鬆運動 411.711
800 卡斷食 : 一套能讓你快速減重、
重拾健康的斷食計畫 / 麥克.莫斯里
(Michael Mosley)著 ; 侯嘉珏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
基地發行, 11007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27-6-4 ( 平 裝 )
NT$380
1.斷食療法 2.健康飲食 3.減重 4.食
譜 411.94
Sunny 營養師的 168 斷食餐盤 : 掌握
斷食好觀念,選擇 6 大類原型食物
x80 道家常料理,連媽媽、阿媽都瘦
下來的超強必瘦攻略 / Sunny 營養師
(黃君聖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
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192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樹 ; 161) .-ISBN 978-986-507-436-4 ( 平 裝 )
NT$380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3.食譜 411.94
淋巴按摩瘦身操 / 夜久ルミ子作 ; 甘
為治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11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99-3
(平裝) NT$320
1.減重 2.按摩 411.94
終極瘦身!全新的阿金飲食法 : 不只
減輕體重,對糖尿病、代謝症候群等
病症都有效,生命還煥然一新 / 艾瑞
克.威斯特曼(Eric C. Westman), 史蒂
芬.芬尼(Stephen D. Phinney), 傑夫.福
萊克(Jeff S. Volek)著 ; 邱文心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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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瘦食物飲食法 / 艾登.高金斯
(Aidan Goggins), 格 林 . 馬 登 (Glen
Matten)著 ; 王念慈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樹 ;
162) .-- ISBN 978-986-507-418-0 (平裝)
NT$450
1.減重 2.健康飲食 411.94
圖解公共衛生學 / 顧祐瑞著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31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36-1 ( 平 裝 )
NT$380
1.公共衛生學 412
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獲獎
專刊. 2009-2020 年 / 衛⽣福利部國
⺠健康署, 台灣學校衛⽣學會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國民
健康署, 11006 .-- 13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9-32-0 (平裝)
1.公共衛生 2.社區總體營造 3.高齡
化社會 4.臺灣 412.133
現 代 化 妝 品 檢 驗 實 務 = Modern
practice in cosmetics inspection / 張麗
卿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9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94-599-6 (平裝)
1.化粧品檢驗 412.36
丙級食品檢驗分析技術士增能實務
必勝手冊 / 張瓈文, 鍾玉明, 王美苓,
晏文潔, 李家璞, 周政輝合著 .-- 五
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3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58-6 (平裝) NT$350
1.食品檢驗 2.食品分析 3.實驗
412.37034
老鼠、蝨子與文明 : 浪漫主義醫師
為傳染病寫下的一部傳記 / 漢斯.靳
瑟(Hans Zinsser)著 ; 徐立妍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拾青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52

面; 21 公分 .-- (thinkin' tank ; 4) .-ISBN 978-986-99559-7-3 ( 平 裝 )
NT$420
1.傳染性疾病 2.歷史 412.4
腸病毒來襲 / 王一雅作 ; 張芸荃插
畫 .-- 初版 .-- [桃園市] : 目川文化數
位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6 面; 27
公分 .-- (衛教小尖兵 ; 4) .-- ISBN
978-986-06102-4-6 (精裝) NT$320
1.傳染性疾病防制 2.腸病毒 3.繪本
412.471
金屬製品製造業職業性癌症高風險
事業單位職業危害介入計畫. III =
Intervention study for high risk group of
occupational cancer in manufacture of
fabricated metal products industry. III /
潘致弘, 王櫻芳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4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73-2 (平裝) NT$7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469-276 (全套:精裝) NT$1400
1.全民健康保險 412.56

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16674-8 (平裝) NT$320
1.中醫 2.養生 3.婦女健康 413.21

生活環境安全與衛生 / 鄭世岳, 許榮
錦, 廖博毅, 張世儒, 姜霈鐿, 陳秋貴,
林明玉, 譚家蘭, 劉育榕, 林國評, 黃
惠榆, 黃再輝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社團法人台灣生活環境安全與衛生
學會, 11006 .-- 16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93-0-5 ( 平 裝 )
NT$300
1.環境衛生 2.公共安全 412.7

仁者壽 : 朱丹溪自我調養長壽心法 /
楊中武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63) .-- ISBN 978986-0799-03-3 (平裝) NT$300
1.中醫 2.養生 3.健康法 413.21

汽車維修業勞工健康危害因子實證
調查研究 = Evidenced-based study for
health hazard factors in automobile
maintenance industry / 潘致弘, 曾惠馨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
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199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725 (平裝)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78

建置職場有害物即時監測評估計畫.
Ⅳ : 以營建工程業為例 =
Establishment of real-time monitoring
for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the
workplace. Ⅳ : construction industry /
潘致弘, 洪桂彬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5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74-9 (平裝) NT$45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
中國傳統醫學在新型冠狀病毒防治
中的運用讀本 = Application of China
traditional
medicine
in
Novel
Coronaviru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/
朱孔國, 周寶玉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
市 : 聯中雄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13-4-8 (平裝) NT$400
1.中醫 2.傳染性疾病防制 3.病毒感
染 413

游離輻射暴露與健康指標評估實證
醫學研究 = Medicine evidence-based
study for ionic radiation exposure and
biomarkers of health effects / 潘致弘,
陳叡瑜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
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
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6-71-8 (平裝) NT$35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
中醫入門超圖解 : 初學中醫的第一
本書,從理論到中藥,從診斷到治療,
速學速記,一次就懂 / 曲淼, 鄭琴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晶冠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養
生館 ; 48) .-- ISBN 978-986-06586-0-6
(平裝) NT$360
1.中醫 413

應用影像辨識技術改善切割作業危
害 研 究 = Application of image
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
hazard of cutting work / 沈育霖, 楊朝
龍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
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9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763 (平裝) NT$200
1.勞工衛生 2.職業衛生 412.53
全民健康保險第二期規劃報告 / 商
東福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,

經絡解密. 卷六 : 珍藏人體元陰元陽
的先天之本與生命之根-腎經 / 沈邑
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0 面; 22
公分 .-- (Smile ; 151) .-- ISBN 978986-5549-97-8 (平裝) NT$700
1.經絡 2.經絡療法 413.165
十二時辰養生法 : 揮別痛經,拒絕溜
溜球效應,輕鬆擁有超逆齡健康肌膚,
一本屬於「她」的養生經 / 馬淑君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66 面; 21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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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食決定去濕力 : 身體除濕大作戰 /
楊淑媚, 蔡昆道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養生區 Healthy
Living ; 17) .-- ISBN 978-986-5536-749 (平裝) NT$380
1.中醫 2.養生 3.食譜 413.21
名中醫的兒科診療法 / 孫茂峰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7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(好健
康) .-- ISBN 978-986-5536-72-5 (平裝)
NT$340
1.小兒科 2.中醫 3.養生 413.7
林昭庚針灸臨床十二總穴 / 林昭庚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中國醫藥大學,
11006 .-- 1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778-71-1 (平裝) NT$350
1.針灸 413.91
董氏奇穴傳心錄 / 曾天德著 .-- 增修
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知 音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52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35-016-2 (精裝) NT$1300
1.針灸 2.經穴 413.91
董氏奇穴傳心錄 : 取穴速查 / 曾天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知音出版社,
11006 .-- 6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35-017-9 (平裝) NT$200
1.針灸 2.經穴 413.91
下半身決定你的健康 : 養好腰腿腳,
消除 70%身體疾病 / 洪康遠著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醫藥新
知 ; 4002) .-- ISBN 978-986-06572-4-1
(平裝) NT$350
1.穴位療法 413.915
全圖解超速效腳底按摩 / 漢欣文化
編輯部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60 面; 21

公分 .-- (健康隨身書 ; 2) .-- ISBN
978-957-686-811-5 (平裝) NT$280
1.按摩 2.腳 3.健康法 413.92
常見病穴位圖解按摩 / 健康養生堂
編委會文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
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1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584-7 (平裝) NT$430
1.按摩 2.經穴 413.92
十二時辰養生飲食 / 王彤文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80-9 (平裝)
NT$430
1.食療 2.養生 3.中醫 413.98
施 今墨對藥 臨床經驗 集 / 呂景山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43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6-333-7 ( 平 裝 )
NT$450
1.方劑學 414.6
重症醫學實證精要 / 中華民國重症
醫學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合記
圖書出版社, 11006 .-- 36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8-396-4 (平裝)
1.重症醫學 415
最新醫檢師專技高考、次專科考
1000 題 / 萬鵬飛編著 .-- 臺北市 : 九
州圖書文物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24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29-731 (平裝)
1.檢驗醫學 2.問題集 415.12022
病者生存 : 為何我們需要疾病?一位
美國怪咖醫生顛覆你對疾病的看法!
/ 沙隆.莫艾倫(Sharon Moalem), 強納
生.普林斯(Jonathan Prince)作 ; 王婉
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39-8 (平
裝) NT$380
1.基因病變 2.人類演化 415.135
急救實務基礎八講 / 牟永平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牟永平, 11005 .-- 18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738 (平裝)
1.急救 415.22
急診醫學醫療手冊 / 胡勝川編著 .-第八版 .-- 新北市 : 金名圖書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48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19-79-3 (精裝)
1.急診醫學 2.手冊 415.22026

蟲蟲危機 = Worms pandemic / 林榮光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高山出版社,
11006 .-- 2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9773-5-7 (平裝) NT$480
1.寄生蟲學 2.節肢動物 3.疾病防制
415.29
小肺人的半肺人生 / 謝子瑩口述 ; 謝
子瓔文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
11006 .-- 236 面; 21 公分 .-- (啟思路 ;
2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472-3 (平裝) NT$320
1.肺臟疾病 2.結核病 3.通俗作品
415.46
血糖控制 100 招 / 倪曼婷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0-77-0 (平裝) NT$350
1.糖尿病 2.保健常識 415.668
糖尿病,你吃對了嗎? : 營養科醫師的
飲食調養黃金法則,讓你安全、有效、
快速穩定血糖 / 陳偉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97-1-0 (平裝) NT$450
1.糖尿病 2.健康飲食 3.食譜
415.668
阿茲海默症其實離你不遠 : 創新科
技 讓你提前 預防失智 症 / 楊謝樂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磁量生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05-0-0 ( 平 裝 )
NT$360
1.失智症 2.阿茲海默氏症 3.預防醫
學 415.9341
自閉症孩子希望你了解的 10 件事 :
學習如何與自閉兒溝通和相處,認識
自閉症孩子的真正需求! / 愛倫.諾波
姆(Ellen Notbohm)著 ; 張家瑞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百
科 ; 51) .-- ISBN 978-986-5582-86-9
(平裝) NT$380
1.自閉症 2.特殊教育 3.親職教育
415.988
成人過動症的真相 : 日本依戀障礙
權威為你揭開過動症的真實面紗 /
岡田尊司著 ; 劉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8-103-4 (平裝) NT$320
1.注意力缺失 2.過動症 415.98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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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讀通乳癌. 2021 全新增訂版 / 和
信治癌中心醫院乳癌多專科治療團
隊作 .-- 增訂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
生活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5 .-216 面; 23 公分 .-- (Care&cure 疾病照
護系列 ; 9) .-- ISBN 978-986-06101-92 (平裝) NT$400
1.乳癌 416.2352
頸椎症候群預防保養書 / 漢欣文化
編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漢欣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3
公分 .-- (健康隨身書 ; 1) .-- ISBN
978-957-686-809-2 (平裝) NT$380
1.頸部 2.神經系統疾病 3.保健常識
416.612
腰痛治好,逆齡抗老靈活到老! : 伸展
運動 x 按摩體操,輕鬆擊退坐骨神經
痛、椎間盤突出等惱人宿疾 / 酒井
慎太郎著 ; 陳佩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86-3 (平裝)
1.腰 2.脊椎病 3.健康法 416.616
調整脊椎 消除身體疼痛 / 石垣英俊
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4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87-8
(平裝) NT$350
1.脊椎病 2.保健常識 3.運動療法
416.616
足部、足部關節物理治療實務 / 片
寄正樹作 ; 殷婕芳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01-3 (平裝) NT$800
1.腳 2.關節 3.物理治療 416.619
好痛痛 : 醫師、物理治療師、教練
聯手救治你的運動傷害 / 好痛痛醫
療資訊站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
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0531-3 (平裝) NT$360
1.運動傷害 2.急救 416.69
一看就懂全圖解!護眼保健＆眼疾預
防完全手冊 : 日常護眼自我檢視＆
診療建議,保護靈魂之窗不能等! / 大
鹿哲郎監修 ; 植木美江, 千田和幸插
畫 ; 黃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養
沛文化館出版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02 面; 21 公

分 .-- (養身健康觀 ; 134) .-- ISBN
978-986-5665-88-3 (平裝) NT$300
1.眼科 2.眼部疾病 3.視力保健
416.7
青光眼、白內障、黃斑部病變 視力
博士的 5 日眼睛自救書 / 山口康三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8 面; 21 公分 .- (三采健康館) .-- ISBN 978-957-658568-5 (平裝) NT$380
1.眼科 2.眼部疾病 3.視力保健
416.7
眼科學綜覽. 第一冊, 眼科學基礎與
原 則 = Ophthalmology overview :
fundamentals
and
principles
of
ophthalmology / 王蕾琪, 呂大文, 吳宗
典, 林宣君, 林怡嬋, 柯玉潔, 洪啓庭,
高惠娟, 張延瑞, 梁章敏, 許紋銘, 許
淑娟, 許祺鑫, 陳克華, 陳瑩山, 陳達
慶, 程景煜, 彭百慧, 黃頂翔, 劉榮宏,
蔡景耀, 蔡明霖, 蔡德中, 賴昱宏作 ;
許紋銘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展元
文創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8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113-8-1 (精
裝)
1.眼科 416.7
視光藥理學 / 黃建才, 林穎志編著 .-第四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35-7 (平
裝) NT$460
1.藥理學 2.眼科 416.7052
幼兒早期語言介入 / Robert E. Owens,
Jr.作 ; 童寶娟, 姚若綺, 蘇筱庭, 李家
汎, 許原豪, 馬嘉宜, 張維珊, 鄭子安,
劉佳林, 王心宜, 蕭振民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7-170-6 (平裝) NT$500
1.語言障礙 2.幼兒 3.治療學
416.867
兒童語音障礙治療新攻略 / 張顯達,
鍾玉梅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7-169-0
(平裝) NT$450
1.構音障礙 2.語言障礙 416.867
歪博士 / 黃榆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, 11007 .-- 96
面; 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99493-7-8 (平裝)

1.牙齒 2.牙科 3.通俗作品

416.9

找回妳的生理時鐘 : 順著 28 天超晝
夜節律來保養,解決 99%女性都有的
問題 / 艾莉莎.維蒂(Alisa Vitti)著 ; 蔣
馨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
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6-147-0 (平裝)
1.婦女健康 2.內分泌 3.激素 417.1
當 代 婦 女 健 康 = Contemporary
women's health / 王秀紅, 柯乃熒, 成
令方, 林靜儀, 陳馥萱, 張皓媛, 陳淑
齡, 葉月珍, 吳佳儀, 方素瓔, 廖怡惠,
楊幸真, 蕭秋月, 謝秀芬, 莊昭華作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4-600-9 (平裝)
1.婦女健康 417.1
陰道聖經 : 全美第一婦科權威完整
解讀 女人最私密的身體密碼 / 珍.岡
特(Jen Gunter)作 ; 郭品纖譯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(三采健康館 ;
152) .-- ISBN 978-957-658-570-8 (平裝)
NT$700
1.婦科 2.陰道 3.陰道疾病 4.護理處
置 417.21
養卵聖經 : 所有想當媽的人都覺得
相見恨晚!生殖專家教妳提升卵子力,
更快懷孕、維持足月生產且母嬰健
康成長! / 瑞貝卡.費特(Rebecca Fett)
著 ; 謝汝萱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
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
面; 23 公分 .-- (健康 Smile ; 75) .-ISBN 978-986-5496-11-1 ( 平 裝 )
NT$399
1.懷孕 2.生育力 3.健康法 417.3
懷孕百科 / 英國 DK 出版社作 ; 江幸
鎂, 柯澐蓁, 胡碧嬋, 黃馨弘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0-302-0 ( 平 裝 )
NT$800
1.妊娠 2.分娩 417.3
助產護理學技術手冊 / 林麗華, 洪玉
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62-755-5 (平裝)
NT$125
1.助產術 2.護理學 417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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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手媽咪育兒百科 / 劉子霞文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5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79-3 (平裝)
NT$480
1.分娩 2.育兒 417.36
幼兒專責醫師服務手冊 / 衛生福利
部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幼兒專責醫
師制度試辦計畫管理中心編輯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財團法人國家
衛生研究院 ;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部,
11005 .-- 5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9-29-0 (平裝)
1.小兒科 2.手冊 417.5026
爺爺奶奶的疾病敘事 / 賴怡秀, 吳佩
芳, 劉紹東, 白秀華, 蔡奎如著 ; 鄭月
婷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96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32-617-1 (平裝)
NT$250
1.老年醫學 2.中老年人保健 3.文集
417.707
生酮飲食 X 維生素 D,打造最強癌症
療法 / 古川健司作 ; 周奕君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世茂出版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健
康 ; B492) .-- ISBN 978-986-5408-58-9
(平裝) NT$320
1.癌症 2.健康飲食 3.保健常識
417.8
當他生病的那一天 / Karen22 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重版文化整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Life ; 3) .-- ISBN 978-98698793-7-8 (平裝) NT$420
1.癌症 2.病人 3.通俗作品 417.8
凝視死亡,找回好好活著的力量! : 腫
瘤名醫與萬千患者的生命對話,帶你
領略生活的意義、活出精采的預後
人生 / 何裕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464 面; 23 公分 .-- (Health+ ; 173) .-ISBN 978-986-06497-0-3 ( 平 裝 )
NT$450
1.癌症 2.病人 3.生死觀 4.通俗作品
417.8
這些藥不能一起吃 / 花蓮慈濟醫院
藥劑部團隊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原水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Dr.

Me 健康系列 ; 158X) .-- ISBN 978986-06439-9-2 (平裝) NT$450
1.藥學 2.藥物作用 418
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4-10 (平裝) NT$450
1.食療 2.果菜汁 418.915

精準藥學 = Precision pharmaceutics /
李英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百昌生
物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40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2659-8-0 (精裝) NT$2500
1.藥學 418

秋葵水的奇效養生法 : 改善血流微
循環，對抗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動脈
硬化、血脂異常、背痛、膝蓋與關
節疼痛、下肢靜脈曲張、頭暈、異
位性皮膚炎、大腸激躁症的實證飲
食療法 / 市橋研一著 ; 楊玓縈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常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52-1-7 ( 平 裝 )
NT$360
1.食療 2.食譜 3.果菜汁 418.915

香藥草實證寶典 : 跟著美國 AHG 首
位華人認證藥草師,開啟植物自然療
癒能量,抗過敏、緩解疼痛、癌症修
復、皮膚保養、寵物健康 / 郭姿均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 23
公分 .-- (健康人生 ; 202) .-- ISBN
978-986-06585-0-7 (平裝) NT$420
1.植物性生藥 2.芳香療法 3.自然療
法 418.52
神奇的香藥草自癒力 : 提升免疫、
增強記憶、安神排毒的按摩、足浴、
花草茶配方,調理全身修復力 / 郭姿
均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(美好生活 ; 24) .-- ISBN 978986-398-691-1 (平裝) NT$400
1.植物性生藥 2.芳香療法 418.52
你真的會吃藥嗎?吃藥三分毒 : 不聽
信偏方、不自己當醫師、不當領藥
魔人 / 馬淑君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678-6 (平裝) NT$380
1.服藥法 2.投藥 3.保健常識 418.74
環境荷爾蒙 : 認識偷走健康.破壞生
態的元凶 : 塑化劑、雙酚 A、戴奧
辛、壬基酚、汞... / 張筧執筆 .-- 二
版 .-- 高雄市 :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教
育協會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1132-6-7 ( 平 裝 )
NT$380
1.毒理學 2.環境污染 418.8
敎你蔬果食療功效 / 李建著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34-3-4 ( 平 裝 )
NT$450
1.食療 2.果菜類 3.食譜 418.914
美肌瘦身蔬果汁 / 孫樹俠, 于雅婷文 ;
陳家怡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
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

特效蔬果汁 讓你七天小腹變瘦 / 李
婉萍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源樺出版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4-2-7
(平裝) NT$430
1.食療 2.果菜汁 418.915
身心同修 : 疾病是堵出來的 / 楊中武,
韓謹鴿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64) .-- ISBN 978986-0799-04-0 (平裝) NT$280
1.心靈療法 2.身心關係 418.98
從心靈到細胞的療癒 / 喬思.慧麗.赫
克(Joyce Whiteley Hawkes)著 ; 鍾清瑜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(眾生 ; JP0041X) .-ISBN 978-986-06555-5-1 (平裝)
1.心靈療法 2.心身醫學 3.細胞
418.98
獨角獸能量療癒 / 黛安娜.庫珀(Diana
Cooper)著 ; 非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橡
實文化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
11007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01-70-2 (平裝) NT$450
1.心靈療法 2.靈修 418.98
薩滿世界 : 喚醒並發展內在的薩滿
力 量 / 克 莉 絲 塔 . 麥 金 農 (Christa
Mackinnon)著 ; 周莉萍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生命潛能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心靈
成長系列 ; 230) .-- ISBN 978-98606291-3-2 (平裝) NT$360
1.心靈療法 2.薩滿教 418.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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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物水晶療癒 / 馬汀.司各特, 蓋兒.
馬里阿倪作 ; 邱俊銘翻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7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2-42-6 (平裝) NT$380
1.另類療法 2.水晶 3.能量 418.99
中醫穴位芳療 : 圖解 43 個關鍵穴位,
搭配精油按摩,有效改善全身疼痛、
發炎與老化症狀 / 菲碧安.德米翁
(Fabienne Demillian) 著 ; 許 雅 雯 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樹林出版社,
11007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(自然生
活 ; 50) .-- ISBN 978-986-06007-7-3
(平裝) NT$450
1.芳香療法 2.中醫理論 3.經穴
418.995
長期照顧服務概論 / 黃旐濤, 何慧英,
吳學治, 陳明富, 陳淑美, 陳碩菲, 陳
寶民, 張景泓, 張蕊仙, 黃穎楨, 楊孟
姍, 賴添福, 鄭涵菁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58-1 (平裝)
1.長期照護 419.71
圖解長期照顧 / 梁鎧麟, 詹弘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821-7 ( 平 裝 )
NT$260
1.長期照護 419.71
老人護理學 / 胡月娟, 蕭伃伶, 何瓊
芳, 詹婉卿, 彭巧珍, 巫曉玲, 汪正青,
楊其璇, 郭慈安, 杜明勳, 林貴滿, 郭
淑珍, 廖妙淯, 陳美香, 呂文賢, 賴嘉
祥, 黃惠璣, 陳翠芳, 譚蓉瑩編著 .-第五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47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-729-6 (平
裝) NT$600
1.老年護理 419.824
走過道謝、道歉,可以無憾道愛、道
別 : 我在電影中看見的老年照顧與
安寧療護 / 朱為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Live &
Learn ; 83) .-- ISBN 978-986-0734-41-6
(平裝) NT$380
1.緩和護理 2.老年護理 3.安寧照護 4.
生命終期照護 419.825

婦產科護理學 / 羅惠敏, 王麗雲, 陳
碧桑, 林靜佩, 許素卿, 李小璐, 楊麗
絨合著 .-- 八版 .-- 臺中市 : 華格那企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44 面; 24 公
分 .-- (護理考試叢書 ; 3) .-- ISBN
978-986-362-754-8 (平裝) NT$450
1.婦科護理 2.產科護理 419.83

家政
款待心靈的無壓力整理術 : 由內而
外的微極簡生活實踐 / 橙實文化編
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橙實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 (Orange life ; 17) .-- ISBN 978-98699846-4-5 (平裝)
1.家政 2.家庭佈置 3.簡化生活 4.生
活指導 420
連結住宅&庭園的空間照明技法 / 花
井架津彥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邦聯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睿其書房出版 :
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(愛生活 ;
118) .-- ISBN 978-986-5520-49-6 (平裝)
1.照明 2.燈光設計 3.室內設計
422.2
家具設計 / 和田浩一作 ; 陳嘉禾譯 .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文化,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0-1589 (平裝) NT$800
1.空間設計 2.家具設計 422.34
單接縫裁剪版型研究 / 夏士敏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5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792-0 ( 平 裝 )
NT$450
1.服裝設計 423.2
視覺顯瘦 10kg!多肉女子の時尚穿
搭 : 渡邊直美御用造型師教你「體
型分析 X 穿搭公式 X 藏拙祕訣」,
用基本款穿出個人風格 / 大瀧彩乃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麗美人國際
媒體, 11007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240-9-5 ( 平 裝 )
NT$299
1.女裝 2.衣飾 3.時尚 423.23
30+之後來練剛剛好!美顏肌力 / 木村
祐介著 ; 游念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
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1-298-5 (平裝)
1.美容 2.按摩 425
美容乙級化妝設計圖 : 繪藝大躍進
(10+2 闖關圖解) / 林淑舟, 楊秀萍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群英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61-6-2 (平裝)
1.美容 2.美容師 3.化粧術 4.考試指
南 425
95 組超燃脂鍛鍊 / 李霄雪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7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78-7 (平裝) NT$400
1.塑身 2.健身運動 425.2
Dr.史考特的一分鐘健瘦身教室 : 用
科學 X 圖解破除迷思,打造完美體態!
/ 史考特(王思恒)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248 面; 23 公分 .-- (三采健康館 ;
106) .-- ISBN 978-957-658-565-4 (平裝)
NT$420
1.塑身 2.運動健康 3.健康飲食
425.2
處方式保養 : 一客一方皮膚管理技
術 / 劉興亞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碧
盈美學集團, 11006 .-- 2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6-0-9 (精裝)
NT$1350
1.皮膚美容學 425.3
狗狗的創意手作 DIY : 50 種簡單又
實用的好感生活提案 / 王佩賢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97-4-1 ( 平 裝 )
NT$400
1.手工藝 426
一個繡法就搞定 : 微。刺繡 /
sashikonami 作 ; 方冠婷翻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27-7-5 (平裝) NT$380
1.刺繡 2.手工藝 426.2
花境祕遊 : 立體花朵刺繡飾品集 / ア
トリエ Fil 著 ; 黃詩婷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04 面; 18X17 公分 .-- (愛刺
繡 ; 27) .-- ISBN 978-986-302-589-4
(平裝) NT$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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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刺繡 2.手工藝

426.2

高級訂製珠繡飾品の第一本手繡入
門書 / BOUTIQUE-SHA 授權 ; 黃盈
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ElegantBoutique 新手作出版 : 悅智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82 面; 26 公
分 .-- (趣‧手藝 ; 106) .-- ISBN 978957-9623-69-8 (平裝) NT$380
1.刺繡 2.手工藝 426.2
簡單實用的寶寶小物 / 黃思靜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藝風堂出版社,
11006 .-- 10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17-3-1 (平裝)
1.手工藝 426.7
Dolly bird Taiwan. vol.4, 尾櫃制服計
畫 / Hobby Japan 作 ; 黃姿頤翻譯 .-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59-93-5 (平裝) NT$450
1.洋娃娃 2.手工藝 426.78
布娃娃的呢喃 / 李淑秀著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李淑秀布娃娃工坊, 11007 .- 99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37-0-9 (精裝) NT$800
1.手工藝 2.洋娃娃 426.78
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考照必勝 /
周師傅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
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3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0732-6 (平裝) NT$425
1.烹飪 2.食譜 3.考試指南 427
飲食與生活 = Dietary and life / 張玉
欣, 柯文華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揚
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304 面; 23 公分 .-- (餐飲旅館系列) .-ISBN 978-986-298-368-3 ( 平 裝 )
NT$350
1.食物 2.飲食 3.飲食風俗 427
譚敦慈的安心生活全圖典. 無毒廚房
篇 : 最全面的採買 X 保存 X 烹調 X
清潔,從吃開始,守護全家人健康! / 譚
敦慈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(三采健康館 ; 1) .-- ISBN
978-957-658-582-1 (平裝) NT$420
1.烹飪 2.食物 3.食物容器 427
MASA,你好!可以教我做菜嗎? : 100
道好吃又讓人安心的 1 人份料理配
方 / MASA(山下勝)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
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
11006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- (廚房
Kitchen ; 112) .-- ISBN 978-986-066581-9 (平裝) NT$420
1.食譜 427.1
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55-8 (平
裝) NT$450
1.食譜 427.1

下飯的菜 : 用心選料、慢食享用,最
單純的最美味! / 蔡全成, 李建錡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(Cook50 ; 208) .-- ISBN 978-98699736-8-7 (平裝) NT$320
1.食譜 427.1

零思考上菜! / nozomi 作 ; 羅淑慧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4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96-5 (平
裝) NT$300
1.食譜 2.日本 427.131

低卡健康家常菜 / 康鑑文化創意團
隊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人類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592-2 (平裝)
1.食譜 2.健康飲食 427.1
美妙的宴客餐桌提案 : 打動人心的
食譜&擺盤、刀工與包裝 / 宮澤奈奈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奔分
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,
11007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51-1 (平裝)
1.食譜 427.1
客家菜精華 / 宋瓊宏, 劉政良, 王子
杰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
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786 (平裝) NT$360
1.食譜 427.1
曼蒂家的豐盛沙拉 : 蒙特婁超人氣
餐廳私房配方大公開,從食指大動到
美好生活,超簡單原型食物,好吃又健
康! / 曼蒂.沃爾夫, 瑞貝卡.沃爾夫, 梅
莉迪絲.艾瑞克森著 ; 羅亞琪譯 .-- 新
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潮浪文化, 11007 .-- 256 面; 2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80-1-0 ( 平 裝 )
NT$600
1.食譜 427.1
醫生保證瘦的減醣料理 / 小喵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出版社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1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73-2 (平裝) NT$380
1.減重 2.食譜 427.1
鑄鐵鍋 100 道食譜 / 我愛 Staub 鑄鐵
鍋社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

壽司的科學 : 從挑選食材到料理調
味,以科學理論和數據拆解壽司風味
的奧秘 / 高橋潤, 佐藤秀美監修 ; 土
田美登世著 ; 周雨枏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02-0 (平裝) NT$750
1.食譜 2.烹飪 3.日本 427.131
亞莉的懷舊客家菜 / 張亞莉著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 , 11006 .-- 192 面 ; 26 公 分 .-(Cooking ; 5) .-- ISBN 978-986-548108-7 (平裝) NT$420
1.食譜 2.臺灣 427.133
客家廚房經典 : 食在台灣客家庄,傳
承百年鹹香好滋味 / 台灣客家美食
交流協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
文化, 11006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(Good life ; 48) .-- ISBN 978-98606293-8-5 (平裝) NT$600
1.食譜 2.客家 3.臺灣 427.133
泰蔬食 = Thai-vegetarian cooking book
= หนังสื อทำอำหำรไทย-มังสวิรัติ / 時時泰泰語
資源中心編輯 .-- 新北市 : 時時泰工
作室, 11005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83-7-1 ( 平 裝 )
NT$250
1.食譜 2.泰國 427.1382

1.點心食譜

427.16

卡哇伊造型鳳梨酥 : 零模具、無添
加、好塑型的常溫果子,新手也不怕
/ 王美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朱雀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
24 公分 .-- (Cook ; 50210) .-- ISBN
978-986-06659-0-1 (平裝) NT$399
1.點心食譜 427.16
米其林主廚的輕奢食尚甜點 / 王森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27-8-2 ( 平 裝 )
NT$48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在家也能做夢幻擠花點心 : 從基本
糕體塔皮開始學擠花,配色原理 X 奶
油霜花型 X 擺放技巧 X 組合裝飾,
新手也能完成漂亮又美味的蛋糕與
塔! / 謝明瑾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橘子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4177-3 (平裝) NT$450
1.點心食譜 427.16
莉雅的法式甜點教室 / 莉雅 Leah
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 (Baking ; 6) .-- ISBN 978-986-548107-0 (平裝) NT$380
1.點心食譜 427.16
甜點有餡公司 Filling LTD. : 一起玩
出 甜點內餡 的無限可 能 / 陳文山
Mountain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
幸福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聯合發行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
26 公分 .-- (廚房 Kitchen ; 112) .-ISBN 978-986-06658-2-6 ( 平 裝 )
NT$599
1.點心食譜 427.16

食譜記憶 / 彭妮絲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中印尼文
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26-077-4 (平
裝) NT$280
1.食譜 2.烹飪 3.印尼 427.1393

極品馥郁茶製甜點 : 乳酪蛋糕、餅
乾、瑪德蓮......手感茶香好滋味 / 坂
田阿希子, 飯塚有紀子, 小堀紀代美,
ムラヨシマサユキ著 ; 曹茹蘋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56-6 (平裝)
1.點心食譜 427.16

中式點心與流行中式點心簡單上桌 /
許正忠, 李麗蓉, 楊世惠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972-5-2 (平裝) NT$350

酸種麵包 sourdough / 羅利.艾倫(Roly
Allen)著 ; 黃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積木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6 .-- 112 面; 24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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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 978-986-459-321-7 ( 平 裝 )
NT$399
1.點心食譜 2.麵包 427.16
親子烘焙幸福時光 / 英國人蔘 Abby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太雅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- (生
活良品 ; 83) .-- ISBN 978-986-336414-6 (平裝) NT$370
1.點心食譜 427.16
繽紛多彩法式凍派 / 若山曜子作 ; 賴
惠鈴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499-6
(平裝) NT$320
1.點心食譜 427.16
古早味海鮮料理 / 潘宏基著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優品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 , 11005 .-- 136 面 ; 26 公 分 .-(Cooking ; 6) .-- ISBN 978-986-548106-3 (平裝) NT$320
1.海鮮食譜 2.烹飪 427.25
素食餐桌醬醬好 / 許志滄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6 .-208 面; 23 公分 .-- (Good life ; 46) .-ISBN 978-986-06293-6-1 ( 平 裝 )
NT$450
1.素食食譜 2.烹飪 427.31
168 道養生豆漿 / 陳彥甫文 .-- 三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85-4 (平裝)
NT$430
1.大豆 2.飲料 3.食譜 4.食療 427.33
飲料實務總複習 / 蘇涵瑜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31-9 ( 平 裝 )
NT$300
1.飲料 2.調酒 427.4
關於咖啡的一切.800 年風尚與藝文 :
從老咖啡館、文學、繪畫、戲劇,到
廣告、工藝和歷史遺物,比一千個吻
還令人愉悅的生活情調! / 威廉.H.烏
克斯(William H. Ukers)著 ; 華子恩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 (Tasting ; 7) .-- ISBN 978-986-549609-8 (平裝) NT$380
1.咖啡 2.飲料業 427.42
蔬食醬料全書 : 第一本蔬食醬料專
門書,用一湯匙創造魔法料理 / 許志

滄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
11006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(好食光 ;
25) .-- ISBN 978-986-06690-1-5 (平裝)
NT$480
1.調味品 2.蔬菜食譜 427.61
圖解原來,食物這樣煮才好吃! : 從用
油、調味、熱鍋、選食材到保
存,150 個讓菜色更美味、廚藝更進
步的料理科學 / Bryan Le 著 ; 王曼璇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(圖解) .-- ISBN 978-957-085850-1 (平裝)
1.烹飪 427.8
0-3 歲育兒大寶典 / 細谷亮太文 .-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1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-577-9 (平
裝) NT$540
1.育兒 428
專業小兒科醫師的超輕鬆育兒寶典 /
陳映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集出版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樂活人生 ; 2AF725) .-- ISBN 978986-0769-07-4 (平裝) NT$400
1.育兒 428
史上最實用!沒人教的 0-6 歲育兒全
解答 : 兒科醫生爸爸寫給你的第一
本 SOS 幼兒完全照護手冊,從新生兒
保健、常見病症、意外狀況到生活
習慣養成全收錄 / 郭宰赫著 ; 余映萱,
葛瑞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廣
廈有聲圖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(新手媽咪特訓班 ;
27) .-- ISBN 978-986-130-500-4 (平裝)
NT$380
1.育兒 2.問題集 428.022
四季和菓子 / 渡部弘樹, 傅君竹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食為天文創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972-6-9 (平裝) NT$420
1.點心食譜 428.16
一週副食品,140 道冰磚食譜 / 上田
玲子,堀江佐和子作 ; 林品秀譯 .-- 2
版 .-- 臺北市 : 新手父母出版,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68 面; 23
公分 .-- (育兒通 ; SR0078X) .-- ISBN
978-986-5752-98-9 (平裝) NT$3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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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育兒 2.小兒營養 3.食譜

428.3

跨学科泌乳照护核心课程 / 王淑芳,
毛心洁, 吴芃彧, 洪增阳, 翁少萍, 高
美玲, 梁瑀书, 杨诚嘉, 郑为仁作 .-花蓮市 : 維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950 面; 26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
正體題名: 跨學科 泌乳照 護核心課
程 .-- ISBN 978-986-98442-3-9 (平裝)
1.母乳哺育 2.泌乳 3.育兒 428.3
0-6 歲幼兒右腦潛能開發遊戲 : 每天
5 分鐘!掌握腦部發展黃金關鍵期,輕
鬆培養孩子無限創造力 / 七田厚著 ;
陳姵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92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82-5 (平
裝)
1.育兒 2.幼兒遊戲 3.健腦法 428.8
*0-6 歲潛能開發親子遊戲書 : 日本
嬰幼兒發展專家教你掌握成長 6 大
階段,87 個訓練遊戲,全方位培養孩
子 10 大能力! / 前橋明著 ; 許郁文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3
公分 .-- (野人家 ; 148) .-- ISBN 978986-384-535-5 (平裝)
1.育兒 2.親子遊戲 3.兒童發展
428.82

農業
豐壤之地 : 四步農法的如實滋味 / 翁
豪杉主述 ; 吳惠晶撰文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柏樂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易可
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(樂知 ;
10) .-- ISBN 978-986-99621-9-3 (平裝)
NT$380
1.有機農業 2.栽培 430.13
智慧農業 : 智慧時代的農業生產方
式變革 / 謝能付, 曾慶田, 馬炳先, 馮
建中, 姜麗華, 郭雷風編著 ; 侯佳利,
陳怡秀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1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580 (平裝)
1.農業經營 2.產業發展 3.人工智慧
431.2
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: 專業空中
施作(無人飛行載具)訓練教材 / 資材
研發組, 何明勳, 蔣永正著 .-- 初版 .--

臺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
物毒物試驗所, 11007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34-7 (平
裝) NT$600
1.農藥 2.職業訓練 3.教材 433.73
農藥這樣選就對了 : 安全性管理必
備手冊. 2021 / 許如君編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03-3 (平裝) NT$250
1.農藥 2.手冊 433.73026
除草劑抗性生理學 / 王慶裕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56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6-071-2 ( 平 裝 )
NT$730
1.農藥 433.733
蓬萊米談話 / 磯永吉原著 ; 周若珍翻
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國立臺灣大
學磯永吉學會, 11006 .-- 17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182-8-0 (平
裝)
1.稻米 2.農業史 3.臺灣 434.111
生態茶園有機友善栽培管理手冊 /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1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2-846-0 ( 平 裝 )
NT$350
1.茶葉 2.栽培 3.木本植物 434.181
土 石 流 年 報 = Debris flow annual
report. 109 年 /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
土保持局編著 .-- 南投縣南投市 : 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,
11005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5-33-0 (平裝) NT$700
1.土石流 2.土石流防災 434.273
蔬菜請選小的 : 從自然運作的道理,
告訴你如何選好吃的蔬菜,自家種好
吃的蔬菜 / 岡本順孝著 ; 李靜宜譯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
版基地發行, 11006 .-- 23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3-7-6 (平裝)
NT$320
1.蔬菜 2.栽培 435.2
校園午餐常用作物安全生產手冊 /
吳昌昱, 許彥雨, 吳韋震, 沈原民, 沈
振峯, 吳雅芳, 林大淵, 林立, 林明瑩,
侯秉賦, 陳正恩, 郭尚銘, 陳昇寬, 陳
柏宏, 陳泓如, 陳盈丞, 倪蕙芳, 許如
君, 許育慈, 梁鈺平, 黃世宏, 黃冬青,

黃晉興, 黃莉欣, 趙佳鴻, 蔡孟旅, 劉
亭君, 蔡恕仁, 賴柏羽, 賴信順, 戴從
伊, 薛道原, 魏紹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
毒物試驗所, 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29-3 (平裝)
NT$550
1.葉菜類 2.植物病蟲害 3.手冊
435.22026
中部果樹產業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
與策略發展研討會論文輯. 2021 / 吳
庭嘉, 陳盟松, 葉文彬, 徐錦木, 陳裕
星, 李紅曦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彰化縣
大村鄉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
農業改良場, 11005 .-- 15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31-6 (平裝)
NT$300
1.果樹類 2.氣候變遷 3.產業發展 4.
文集 435.307
就愛玩多肉植物 / 二木文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0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3-590-8 ( 平 裝 )
NT$490
1.仙人掌目 2.園藝學 435.48
植栽設計選種大要 / 潘富俊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尚禾田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38-0-8 (平裝) NT$680
1.景觀園藝 2.景觀工程設計 3.園藝
學 435.7
找樹的人 / 徐嘉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紅樹林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7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(Go
outdoor ; 14) .-- ISBN 978-986-974189-7 (平裝) NT$450
1.樹木 2.臺灣 436.1111
與野共生 : 國有林區治理工程友善
生態圖輯 / 吳思儒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,
11005 .-- 1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5-30-9 (平裝) NT$420
1.林業管理 2.生態工法 436.87
畜牧要覽. 養豬篇 / 朱有田, 吳明哲,
吳信志, 李德南, 杜清富, 阮喜文, 周
和源, 林傳順, 林榮信, 凃榮珍, 姜樹
興, 翁瑞奇, 高伯健, 張秀鑾, 張靜貞,
許桂森, 陳文賢, 陳世平, 陳佳萱, 陳
柏琪, 黃有良, 楊天樹, 劉世華, 劉芳
爵, 蔡清恩, 蕭庭訓, 顏宏達, 羅玲玲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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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天明, 蘇忠楨撰稿 .-- 增修三版 .-屏東縣內埔鄉 : 中國畜牧學會,
11008 .-- 81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0207-8-3 (精裝)
1.豬 2.家畜飼養 3.文集 437.3407
牠的一輩子只有你 / 劉彤渲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7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04-3 (平
裝) NT$420
1.犬 2.寵物飼養 437.354
狗狗這樣吃不生病 : 良心獸醫教你
46 道超簡單的手作健康狗料理,從營
養補充、調理體質到對症食療一本
搞定! / 浴本涼子作 ; 胡汶廷譯 .-- [新
北市] : 蘋果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95-9-1 (平裝) NT$360
1.犬 2.寵物飼養 3.食譜 437.354
阿瑪的後宮生活 : 阿瑪建國史 / 黃阿
瑪, 志銘與狸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95-5 (平
裝) NT$350
1.貓 2.寵物飼養 437.364
兔兔的老年生活規畫 / 兔子時間編
集部作 ; 劉姍珊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葉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5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297-9 (平裝) NT$350
1.兔 2.寵物飼養 437.37
正宗兔奴與注音五兔 : 我與網字輩
的生活日誌 / 注音麻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36 面;
19 公分 .-- (布克學習 ; 1BE) .-- ISBN
978-986-5568-92-4 (平裝) NT$320
1.兔 2.寵物飼養 437.374
貂游獵國 : 玉山塔塔加黃喉貂的觀
察筆記書 / 印莉敏圖.文 .-- 初版 .-南投縣水里鄉 :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
處, 11006 .-- 128 面; 22X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6-03-0 ( 精 裝 )
NT$500
1.鼬鼠科 2.動物生態學 437.39
魚與 黑道 : 追蹤暴力團的大 金脈
「盜漁經濟」 / 鈴木智彥著 ; 羅晨音

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游擊文化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4-1-8 (平裝)
NT$420
1.漁業經濟 2.黑社會 438
手作日常麵包 : 11 款冷凍麵團 X42
種經典風味,免出門做出巷口麵包的
滋味 / 史瑞暘, 胡俊明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6 .-- 240 面;
26 公分 .-- (好食光 ; 27) .-- ISBN 978986-06690-0-8 (平裝) NT$450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439.21
專業麵包師的抉擇 : 新時代的麵包
製作法 / 竹谷光司作 ; 胡家齊翻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境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(Easy cook ; E122) .-- ISBN 978-98606369-1-8 (平裝) NT$480
1.麵包 2.點心食譜 439.21
伊比利火腿的一切 : 從產地、氣候、
小農文化深入了解道地的伊比利火
腿迷人之處和完美飲食搭配 / 陳又
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出版,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6-2-4 (平裝) NT$420
1.食品加工 2.肉類食物 3.火腿
439.6121

工程
工程與法律十講 / 林明鏘, 郭斯傑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86-9 (平
裝) NT$480
1.工程 2.法規 3.論述分析 440.023
CATIA 曲面造形設計寶典 / 尤春風
作 .-- 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6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477-5 (平裝)
1.電腦輔助設計 2.電腦輔助製造
440.029
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 : 拉氏轉
換與傅立葉. 2 / 林振義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25-5 (平裝) NT$240
1.工程數學 440.11
靜力學 / 曾彦魁編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

- 4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3-757-4 (平裝)
1.應用靜力學 440.131
數位轉型工程先行 : 中國工程師學
會創會 110 年紀念專刊 / 林建華總
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國工程師學會,
11005 .-- 1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0682-6-1 (精裝)
1.中國工程師學會 440.5064
Inventor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武功祕
笈 / 陳俊鴻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
11007 .-- 51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0-144-3 (平裝附光碟片)
1.工程圖學 2.電腦軟體 440.8029
土木的天工開物. III : 地下擋土開挖
施工檢查應變手冊與地下室抓漏、
補 強與界面 施工技 術 / 沈茂松撰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5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97-210-6 ( 平 裝 )
NT$600
1.土木工程 2.開挖工程 441.1
地下擋土開挖施工檢查應變手冊 /
沈茂松撰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文笙
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55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7-209-0
(平裝) NT$800
1.開挖工程 2.基樁工程 441.13024
Autodesk Revit 建模與建築設計(適用
Revit 2018-2021,含國際認證模擬試
題) / 翁美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859-6 (平裝)
1.建築工程 2.電腦繪圖 3.電腦輔助
設計 441.3029
臺灣建築學會第 33 屆建築研究成果
發表會暨第 5 屆全國建築設計教學
建築教育論壇論文集 / 曾瑋, 郭聖傑
主編 .-- 臺北市 : 臺灣建築學會,
11005 .-- 8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901-7-4 (平裝)
1.建築 2.文集 441.307
雲林縣歷史建築西螺張廖家廟崇遠
堂裝飾藝術類修復(護)工作(第二階
段)工作記錄成果報告書 / 蔡舜任計
畫主持 .-- 初版 .-- [雲林縣斗六市] :
雲林縣政府, 11005 .-- 213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05-8 (平裝)
1.家廟 2.宗祠建築 3.古蹟修護 4.雲
林縣西螺鎮 441.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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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歷史建築大楊油庫殘跡保存
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 / 許庭偉計畫
主持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文化
資產處, 11005 .-- 205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8-96-6 (平裝)
1.工廠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臺中市 441.489
圖解建築構造 / Francis D. K. Ching
作 ; 林佳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
博士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528 面; 28 公分 .-- 2021 年
第六版全譯本 .-- ISBN 978-986-480156-5 (平裝) NT$2200
1.建築物構造 441.5
最新建築技術規則(附補充規定圖例
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) / 詹
氏書局編輯部編 .-- 十三版 .-- 臺北
市 : 詹氏書局, 11006 .-- 45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05-620-7 (平裝)
NT$200
1.營建法規 2.建築物構造 441.51
史上最強!建築現場施工全解 / 建築
知識編 ; 石國瑜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
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5 .-- 3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689-4 (平裝) NT$800
1.建築工程 2.施工管理 441.52
金門縣縣定古蹟後浦頭黃卓彬洋樓
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書 / 曾
逸仁計畫主持 .-- 初版 .-- 金門縣金
城鎮 : 金門縣文化局, 11006 .-- 407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8-101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1500
1.房屋建築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
護 4.福建省金門縣 441.59
花蓮縣歷史建築新城鄉原研海庄役
場及新城鄉新城村信義路 6 號日式
宿舍修復與再利用計畫 : 成果報告
書 / 張義震建築師事務所作 .-- 初
版 .-- 花蓮縣新城鄉 : 花蓮縣新城鄉
公所, 11005 .-- 491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29-44-7 (平裝)
1.宿舍 2.歷史性建築 3.古蹟修護 4.
花蓮縣新城鄉 441.595
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解說手
冊 / 王順治, 陳柏宗, 謝定蒼, 張志源,
褚政鑫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內

政部建築研究所, 11005 .-- 1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0-95-3 (平
裝)
1.無障礙設施 2.建築物 3.技術規範
441.6023
*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 : 橋梁 / 鹿島
建設株式會社監修 ; 山田和明繪圖 ;
李彥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
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, 110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(閱
讀與探索) .-- ISBN 978-986-5593-30-8
(精裝) NT$350
1.橋樑 2.橋樑工程 441.8
捷運土木工程實務 = Practice of Civil
Engineering on the Taipei MRT / 方進
德, 李行, 林鎮銘, 許慶珩, 劉建翊, 鄭
師承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
工程局, 11006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
4) .-- ISBN 978-986-0772-03-6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土木工程 442.96
捷 運 大 地 工 程 實 務 = Practice of
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n the Taipei
MRT / 朱慶村, 陳集成, 黃浲城, 于中
原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
程局, 11006 .-- 288 面; 30 公分 .-- (捷
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6) .-ISBN 978-986-0772-04-3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土木工程 442.96

捷運工程壓入式沉箱工法設計與施
工 =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
press-in caisson for the Taipei MRT
constructions / 楊忠銘著 .-- 臺北市 :
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 程局 , 11006 .-248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
進版(34 週年) ; 11) .-- ISBN 978-9865464-84-4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施工管理 442.96
捷運行車監控系統通訊式列車控制
技 術 = Communications-based train
control (CBTC) : operation control
system on the Taipei MRT / 林建仁, 張
藝騰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
工程局, 11006 .-- 188 面; 30 公分 .-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
23) .-- ISBN 978-986-0772-00-5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交通號誌 3.運輸系統
442.96
捷運自動收費系統實務 = Practice of
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s on the
Taipei MRT / 甘廣飛, 賴淑玲, 李文興,
黄啟倫, 張雯嫻, 陳育範, 周振鋒, 徐
春進, 張元龍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
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- 280 面; 30
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
週年) ; 26) .-- ISBN 978-986-5464-86-8
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系統設計 442.96

捷運工程大區域開挖施工實務 =
Practice of large-scale excavation for
MRT construction / 林聿羣, 吳其璋
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
局, 11006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
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 13) .-ISBN 978-986-5464-85-1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基礎工程 3.施工管理
442.96

捷運車站規劃與設計實務 = Practice
of planning and design on the Taipei
MRT stations / 黃振賢, 洪福勝, 劉曾
芷, 陳建伸, 顏志偉, 曾瑞嫺, 尹倩妮
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
局, 11006 .-- 340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
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2) .-ISBN 978-986-5464-88-2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車站 3.建築美術設計 4.
景觀工程設計 442.96

捷運工程多條隧道鄰近堆疊施工實
務 = Practice of adjacent multi-tiered
MRT tunnel construction / 周延聲著 .-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
11006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
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 12) .-ISBN 978-986-5464-89-9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隧道工程 3.施工管理
442.96

捷 運 供 電 系 統 實 務 = Practice of
power supply systems on the Taipei
MRT / 顏坤鴻, 施文林, 郭培揚, 李松
文, 王楚瑄, 馮曉岱, 徐守青, 李水成,
賴川生, 黃文發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
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- 368 面;
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
(34 周年) ; 24) .-- ISBN 978-986-546490-5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電力工程 442.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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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運軌道工程實務 = Practice of rail
engineering on the Taipei MRT / 汪彥
良, 吳鴻志, 趙福生, 鄧華岡, 趙福生,
洪詠傑, 葉根成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
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- 488 面;
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
(34 周年) ; 9) .-- ISBN 978-986-546497-4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鐵軌 3.施工管理
442.96
捷 運 通 訊 系 統 實 務 = Practice of
communication systems on the Taipei
MRT / 林泰翔, 鍾佳樺, 龐嘉倫, 張尚
義, 賈世平, 何國維, 陳銘峰, 鄭志弘
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
局, 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
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25) .-ISBN 978-986-5464-91-2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通訊工程 442.96
捷運開發大樓基本設計概要 =
Introduction of basic design for Taipei
MRT Development Buildings / 楊紹遠,
林淑晴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
運工程局, 11006 .-- 176 面; 30 公分 .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
18) .-- ISBN 978-986-0772-08-1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建築物構造 442.96
捷 運 結 構 工 程 實 務 = Practice of
structure engineering on the Taipei MRT
/ 黃怡超, 于中原, 黃浲城, 劉娟娟, 張
淑惠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
工程局, 11006 .-- 332 面; 30 公分 .-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
7) .-- ISBN 978-986-0772-05-0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結構工程 442.96
捷運電扶梯與電梯實務 = Practice of
escalators and elevators on the Taipei
MRT / 魏竹星, 許王佑, 費永亮, 陳紹
禧, 王晟星, 董紹彬, 楊忠正, 王漢民,
黃作元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
運工程局, 11006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
28) .-- ISBN 978-986-0772-07-4 (精裝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電機工程 442.96
捷 運 號 誌 系 統 實 務 = Practice of
signaling systems on the Taipei MRT /
楊政忠, 陳涵琳, 吳宗憲, 賓裕華, 李
正忠, 林昌漢, 楊政男, 張育嘉, 林立

人, 陳茂生著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
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- 344 面; 30
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版(34
周年) ; 22) .-- ISBN 978-986-5464-98-1
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交通號誌 442.96
捷 運 路 網 規 劃 實 務 = Practice of
planning on the Taipei MRT network /
卓文成, 曾昭容, 黄再男, 方仁鳳, 楊
士賢, 劉曾芷, 洪福勝, 陸立德, 劉勇
佐, 傅彥霖, 黃振賢, 許俊雄著 .-- 臺
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
11006 .-- 236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
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1) .-- ISBN
978-986-5464-82-0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大眾捷運系統 442.96
捷 運 隧 道 工 程 實 務 = Practice of
tunnel engineering on the Taipei MRT /
古鴻坤, 張庭芳, 吳美珍, 洪一中, 段
志忠, 鍾紀緯, 許恆嘉, 邱孟弘, 簡名
宏, 黃斌斐, 林聖川著 .-- 臺北市 : 臺
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 11006 .-- 312
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程叢書. 精進
版(34 周年) ; 8) .-- ISBN 978-9865464-96-7 (精裝) NT$800
1.捷運工程 2.隧道工程 3.施工管理
442.96
捷運機電系統管理與界面整合實務
= Practice of system-wide electrical and
mechanical system management and
interfaces integration on the Taipei MRT
/ 楊文絮, 陳文鹏, 陳柏穎, 郭家和, 簡
舜耀, 程洛頤, 陳志堅, 廖乃寬, 李正
忠, 翁穎鈞, 張康徳, 林耿廷, 葉受榮,
陳亮勳, 蘇振輝, 陳世軒, 甘國俊, 陳
浴瑋, 張清亮, 陳來和, 王文龍著 .-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
11006 .-- 320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
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 30) .-ISBN 978-986-5464-99-8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機電整合 442.96
捷運機廠設備實務 = Practice of depot
equipment on the Taipei MRT / 陳柏穎,
洪秀琴, 鍾靈傑, 黃榮棻, 林啟義, 熊
梓閔, 董家袖, 蕭錫唐, 李柏良著 .-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
11006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
程叢書. 精進版(34 週年) ; 27) .-ISBN 978-986-5464-92-9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車輛保養場 442.96

臺北捷運浮動式道床設計與施工實
務 = Practice of floating slab track
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or the Taipei
MRT / 葉根成, 葉柏翰, 陳智誠著 .-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,
11006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(捷運工
程叢書. 精進版(34 周年) ; 10) .-ISBN 978-986-5464-83-7 ( 精 裝 )
NT$800
1.捷運工程 2.施工管理 442.96
幼兒簡易機械 : 動物派對 = Early
simple machines : animals party / 玩樂
高手講師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樂疊創意機器人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98124-8-1 (平裝)
1.機械工程 2.通俗作品 446
認識閥門 = Valves / 鉅仁企業有限公
司作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鉅仁企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6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2527-1-3 (第 1 冊:平
裝)
1.機械工程 446
冷凍空調概論(含丙級學術科解析) /
李居芳編著 .-- 十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9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802 (平裝)
1.冷凍 2.空調工程 446.73
機械製造 / 簡文通編著 .-- 五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78-9 (平裝)
1.機械製造 446.89
滿街跑的叮噹車梅保 / 維吉尼亞.李.
波頓圖.文 ; 劉詩妤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72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典好繪
本 ; 53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427-431-4 (精裝) NT$300
1.纜車 2.繪本 3.美國舊金山
446.945
我們都愛玩車車 / 凱蒂.阿貝(Katie
Abey)作 ; 黃懷慶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
26X26 公分 .-- (三采繪本書坊) .-ISBN 978-957-658-588-3 ( 精 裝 )
NT$320
1.運輸工具 2.繪本 447
特殊車小百科 / 楊克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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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3-02-6 (精裝) NT$200
1.車輛 2.通俗作品 447
汽 車小百 科 / 小紅花童書工作室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, 11005 .-- 144 面 ;
17X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019 (精裝) NT$200
1.汽車 2.通俗作品 447.1
電工機械(電機機械)致勝攻略 / 鄭祥
瑞編著 .-- 第九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730 (平裝)
1.電機工程 448
台灣電網及電力交易市場現況與未
來展望. 110 年度專刊 / 台灣電力企
業聯合會作 .-- 臺北市 : 台灣電力企
業聯合會, 11005 .-- 44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9029-1-5 (平裝)
1.電力事業 2.產業發展 3.臺灣
448.0933
既古老又現代的小水力發電 / 林元
鵬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經濟部
水利署, 11006 .-- 80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3-171-9 (平裝)
1.水力發電 448.15
離岸風電的政策、法律、經濟與風
險 / 歐博翔, 袁禾青, 高世明, 徐胤承,
蔡沛倫, 楊名豪, 楊健弘, 許哲維, 林
明賢合著 ;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
法律與政策學院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360 面; 21 公分 .-- (海大法政叢書 ;
1) .-- ISBN 978-957-511-537-1 (平裝)
NT$480
1.風力發電 2.法規 3.產業政策
448.165
低壓工業配線實習 / 黃盛豐, 楊慶祥
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65-9 (平裝)
1.電力配送 2.教學實驗 448.331034
研究所講重點(征戰電子學) / 劉強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98-7 ( 平 裝 )
NT$780
1.電子工程 2.電子學 448.6
電子學(含實習) 完全攻略(升科大四
技) / 陸冠奇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72-3 (平裝)
1.電子工程 2.電子學 448.6
電子學實驗 / 陳瓊興編著 .-- 十版 .-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64-2 (上冊:平裝)
1.電子工程 2.電路 3.實驗 448.6034
FPGA 的 AI 之路 : Intel FPGA 開發技
術昇華實戰力 / 張瑞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(DM ;
2131) .-- ISBN 978-986-0776-04-1 (平
裝) NT$780
1.積體電路 2.晶片 3.Verilog(電腦硬
體描述語言) 4.設計 448.62
台積電為何這麼強 : 半導體的計算
光刻及版佈局優化 / 韋亞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(DM ;
2126) .-- ISBN 978-986-0776-02-7 (平
裝) NT$880
1.積體電路 2.設計 448.62
CMOS 電 路 設 計 與 模 擬 : 使 用
LTspice / 鍾文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76-5 (平裝附光碟片)
1.電路 2.電腦輔助設計 3.SPICE(電腦
程式) 448.62029
手 機 應 用 程 式 設 計 超 簡 單 : App
Inventor 2 零基礎入門班(中文介面) /
文淵閣工作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2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68-8 (平裝)
1.行動電話 2.行動資訊 3.軟體研發
448.845029
mBot 機器人& mBlock 武功祕笈 / 林
俊 傑 作 .-- 新 北 市 : 易 習 圖 書 ,
11007 .-- 55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0-145-0 (平裝)
1.機器人 2.電腦程式設計
448.992029
實戰 ROS 機器人作業系統與專案實
作 / Ramkumar Gandhinathan, Lentin
Joseph 原著 ; 曾吉弘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58-9 (平裝)

1.機器人 2.電腦程式設計
448.992029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年報. 109 年 =
Annual report Atomic Energy Council,
Executive Yuan. 2020 / 行政院原子能
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行政
院原子能委員會, 11005 .-- 20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19-7 (平
裝) NT$200
1.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2.核子工程
449.058

市政工程；環保工程
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規概要 / 陳俊
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德明財經
科技大學不動產與永續城鄉研究室,
11005 .-- 3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76-2-9 (平裝) NT$500
1.都市計畫 2.法規 445.1023
獎.桃園 : 6 年 從這裡講起 / 賴宇亭
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政府,
11006 .-- 2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3-74-8 (精裝)
1.市政工程 2.景觀工程 3.桃園市
445.133/109
職業噪音與振動 / 楊振峰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3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289-6 (平裝) NT$380
1.噪音 2.振動 445.95
哪裡是我們的家? / 劉懿萱文字 ; 黃
士豪, 林芮竹, 林苡樂, 陳湘穎, 陳品
薰, 邱彥婷繪圖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
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, 11006 .-- 18 面;
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383 (精裝) NT$500
1.環境保護 2.廢棄物處理 3.繪本
445.99

礦冶
美好拾光 : 台灣中油 101-110 年史料
影輯 / 蔡政成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台
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1894 (平裝)
1.臺灣中油公司 2.石油工業 3.石油
化學業 4.史料 457.0933
台灣石油探勘紀要. 第九輯, 中華民
國 105 年至 109 年 / 台灣石油探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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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要第九輯編輯委員會編輯 .-- 第 1
版 .-- 苗栗市 :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
司探採事業部, 11006 .-- 45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234-1-3 (平
裝)
1.石油探勘 2.臺灣 457.2

應用化學；化工
國家化學物質管理行動方案跨部會
執行成果報告. 109 年 / 黃俊泰, 李彥
毅, 林俊宏, 蕭翔云, 許雅雯, 李佳峯,
張家銘, 袁嘉治, 陳惠鈞, 許銓倫, 張
維鍵, 張若婷, 葉宜昀, 陳怡安, 葉沛
杰, 林賢達, 張敬宜, 謝奕國, 吳憶伶,
許順傑, 陳建中, 徐嘉欣, 哈元圓, 盧
素如, 林何印, 陳曉真, 洪靜宜, 齊慕
凡撰稿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環境保護
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, 11006 .-- 24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8-586 (平裝) NT$250
1.化工毒物 2.還境監測 460.97
用故事說葡萄酒 / 翁建仁作 .-- 初
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上旗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33-72-6 (平
裝) NT$600
1.萄葡酒 463.814
最新法國葡萄酒全書 / 周寶臨著 .-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書 泉 出 版 社 ,
11007 .-- 4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1-227-0 (平裝) NT$880
1.葡萄酒 2.品酒 463.814
化妝品技術移轉成果技術報告 / 徐
照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
11005 .-- 101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3-130-9 (平裝)
1.化粧品 2.技術移轉 466.7
化妝品創新原料與分析技術 / 徐照
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
11005 .-- 336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3-133-0 (平裝)
1.化粧品 466.7
化妝品業界產學研發成果技術報告 /
徐照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
局, 11005 .-- 332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3-129-3 (平裝)
1.化粧品業 2.產學合作 3.研發
466.7
化妝品傳輸系統與經皮吸收 / 徐照
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滄海書局,

11005 .-- 185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3-132-3 (平裝)
1.化粧品 2.皮膚生理 466.7
政府補助化妝品產學計畫成果技術
報告 / 徐照程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滄海書局, 11005 .-- 157 面; 2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63-131-6 (平裝)
1.化粧品 2.產學合作 3.研發 466.7

製造
ESP32 微處理機實習與物聯網應用 :
含 AMA 先進微控制器應用認證 / 劉
政鑫, 莊凱喬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260-3 (平裝)
1.微處理機 2.物聯網 471.516
單晶片微電腦 8051/8951 原理與應用
/ 蔡朝洋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市 : 全
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8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819 (平裝附光碟片)
1.微電腦 471.516
整合風向、風速、溫溼度於環控平
台(氣象物聯網) = To integrate the
wind & wind-speed & temperature and
humidity sensors to environment
monitor system (IOT for weather) / 曹
永忠, 黃朝恭, 謝宏欽, 許智誠, 蔡英
德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千華駐科
技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81 面; 23
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57-592751-6 (平裝) NT$360
1.微電腦 2.電腦程式語言 471.516
經緯拾光 : 張憲平竹籐編織創作展
專輯. 2021 / 張憲平作 .-- 彰化縣彰化
市 :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, 11006 .-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330-1 (平裝) NT$500
1.竹工 2.編織工藝 3.作品集 474.8
InDesign 排版視覺武功祕笈 / 趙雅芝
作 .-- 新北市 : 易習圖書, 11007 .-49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0143-6 (平裝)
1.InDesign(電腦程式) 2.電腦排版 3.
版面設計 477.22029
纖維紡織科技研討會論文摘要集. 第
37 屆 = Proceedings of the 37th
symposium on fiber and textile
technology / 謝建騰主編 .-- 臺北市 :

中華民國紡織工程學會, 11005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4869-34 (平裝) NT$800
1.纖維工業 2.紡織 3.文集 478.07
世界鋼筆圖鑑 : 品鑑 45 間鋼筆廠牌
x 人氣筆款 x 極致工藝.巡禮書寫世
代の經典風華 / 《万年筆の図鑑》
編輯部著 ; 簡子傑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良品文化館, 11007 .-- 168 面; 26
公分 .-- (手作良品 ; 53) .-- ISBN 978986-7627-37-7 (平裝) NT$350
1.鋼筆 479.96

商業；各種營業
台灣大型企業排名 TOP5000. 2021 =
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in Taiwan.
2021 /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著作 .-- 第 51 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
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90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351-9-3 (精裝) NT$7000
1.工商企業 2.工商名錄 3.臺灣
480.25
大 益 投 資 指 南 = A collection and
investment guide of TAETEA(Dayi)
puerh tea form Menghai Tea Factory /
陳淦邦(浮雲)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 603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964-78-5 (精裝) NT$4000
1.茶葉 481.6
太玄茶譜 / 羅英銀總編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五行圖書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964-77-8 (線裝) NT$8800
1.茶葉 2.歷史 481.609
糖業人文風華與數位加值 : 跨媒體
平台設計與實踐 / 陳炫助著 .-- 初
版 .-- [臺南市] : 陳炫助, 11005 .-- 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24 (平裝)
1.糖業 2.歷史 3.文獻數位化 4.臺灣
481.80933
(升科大四技)餐飲服務技術完全攻
略 / 畢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92-1 (平裝)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483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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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長的口袋食堂 : 阿昌哥 x 基隆咖
啡與甜點 / 林右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(生活
文化 ; 71) .-- ISBN 978-957-13-9106-9
(平裝) NT$400
1.餐飲業 2.臺灣 483.8
主廚的百味人生 : 吃的不只是手路
菜,更是滿懷理想與堅毅的台灣好味
/ 顏怡今, 邱俊智, 葉盛耀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6 .-216 面; 21 公分 .-- (Good life ; 46) .-ISBN 978-986-06293-7-8 ( 平 裝 )
NT$420
1.餐廳 2.餐飲業 3.臺灣 483.8
甜品冰店創業經營學 : 從食材、顏
值、行銷與創意菜單設計,教你開一
間人氣冰店 / 漂亮家居編輯部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
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
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08 面; 22 公分 .- (Ideal business ; 20) .-- ISBN 978-986408-695-5 (平裝) NT$499
1.餐飲業 2.創業 3.商店管理 483.8
菜單設計 : 如何用菜單抓住客人的
心 / 黃靖媛編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
華立圖書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921-2 (平裝)
1.菜單 2.設計 3.餐飲業管理 483.8
完全圖解物聯網 : 實戰.案例.獲利模
式 從技術到商機、從感測器到系統
建構的數位轉型指南 / 八子知礼編
著 ; 杉山恒司, 竹之下航揚, 松蒲真
弓, 土本寬子合著 ; 翁碧惠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69) .-- ISBN
978-986-06427-3-5 (平裝) NT$420
1.物聯網 2.網路產業 3.技術發展
484.6
日本製造,世界發燒 : 動漫、電玩、
Hello Kitty、2Channel,超越世代的精
緻創新與幻想傳遞 / 麥特.艾爾特
(Matt Alt)著 ; 許芳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40 面; 21 公分 .-- (創新觀
點) .-- ISBN 978-957-08-5858-7 (平裝)
1.網路產業 2.電腦遊戲 3.娛樂業 4.
日本 484.67

如何做一本書 : 書中的每個小地方
都有存在的用意,了解書的架構,重新
認識一本書 / 丹尼斯.唐肯(Dennis
Duncan), 亞當.史密斯(Adam Smyth)
編 ; 韓絜光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
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59-969-2 (平裝) NT$480
1.出版業 487.7
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600 (平裝)
1.商學 490

服務行銷 : 擬定服務業最佳行銷策
略 = Service Marketing / 林建煌著 .-四版 .-- [桃園市] : 林建煌出版 ; 臺北
市 : 華泰總經銷, 11006 .-- 41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1-7 (平
裝)
1.服務業管理 2.顧客關係管理
489.1

*12 星座大創業家 : 全球大品牌的創
業故事、管理理念和行銷策略 / 紀
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00 面; 21 公分 .-- (認真職場 ; 14) .-ISBN 978-986-99539-5-5 ( 平 裝 )
NT$320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490.99

服務品質管理 : 提升品質的思維與
作法 =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:
improve quality thinking and practice /
吳勉勤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18-2 (平
裝)
1.服務業管理 2.品質管理 489.1

做客戶的神隊友 : 12 位創業家的成
功奧秘 / 吳榮富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知識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01-1-5 (平裝) NT$380
1.企業家 2.企業經營 3.創業 490.99

談判絕學 : 世界談判之神親自傳授
(暢銷新裝版) / 豊福公平著 ; 賴祈昌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4 面; 21
公分 .-- (翻轉學系列 ; 66) .-- ISBN
978-986-507-422-7 (平裝) NT$320
1.商業談判 2.談判策略 490.17

房務實務 / 夏文媛, 王耳碧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3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45-9 (上冊:平裝)
1.旅館業管理 489.2

創新求勝 : 盛田昭夫經營的藝術 / 蘭
濤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161) .-- ISBN 978-9860799-01-9 (平裝) NT$480
1.盛田昭夫 2.企業家 3.企業經營
490.9931

觀光餐旅概論 : 突破盲點創造新契
機 = Introduction to tourism and
hospitality industry : break through blind
spot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/ 吳勉
勤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15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16-8 (平裝)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489.2

会计行为 : 兼论国际会计体系的构
建与会计治理 / 唐吉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32 面; 23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
正體題名:會計行為:兼論國際會計體
系的構建與會計治理 .-- ISBN 978986-5488-72-7 (平裝) NT$450
1.會計學 495.1

火來了,快跑 / 大師兄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5 .-- 256 面 ; 21 公 分 .-(Vision ; 211) .-- ISBN 978-986-406241-6 (平裝) NT$330
1.殯葬業 489.66

商學

中 級 會 計 學 (IFRS 版 ) / Donald E.
Kieso, Jerry J. Weygandt, Terry D.
Warfield 原著 ; 姚維仁, 蘇迺惠編
譯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鼎隆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32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7696-37-3 (平裝)
1.中級會計 2.國際財務報導準則
495.1

商業概論完全攻略(四技二專) / 王志
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4

會計審計法典 / 一品法學苑主編 .-十四版 .-- [臺北市] : 一品文化出版
社, 11006 .-- 38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00-5-4 (平裝) NT$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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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會計法規 2.審計法規

495.2

會計大師破解讀財報最常犯的 40 個
誤解 : 公司倒閉的老闆,大多數不懂
財務!財務三表不只老闆要看,更能幫
你升職加薪當主管。 / 古田圡滿作 ;
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3 公
分 .-- (Biz ; 364) .-- ISBN 978-9860742-29-9 (平裝) NT$360
1.財務會計 2.財務報表 495.4
社群媒體行銷 / 曾祥景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4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48-50-2 (平裝)
1.網路行銷 2.品牌行銷 496
為什麼你該寫一本書? : 打造個人品
牌,從撰寫一本成為焦點的書開始 /
金妮.卡特(Ginny Carter)著 ; 林幼嵐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33-8
(平裝) NT$380
1.行銷策略 2.策略規劃 496
從零開始讀懂行銷設計 : 一本創造
新顧客、新體驗、新商業模式的實
戰操作書 / 石井淳蔵, 廣田章光, 坂
田隆文著 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,城邦
發行, 11006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商業叢書 ; BW0773) .-- ISBN 978986-0734-51-5 (平裝) NT$450
1.行銷策略 2.行銷心理學 3.個案研
究 496
超哥的行銷紀實 : 6 周年行銷語錄與
回顧 / 江仕超著 .-- 臺北市 : 新世語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9-1-9 (平
裝) NT$400
1.行銷策略 2.品牌行銷 3.網路行銷
496
最強行銷武器 : 整合行銷研究與資
料科學 / 羅凱揚, 蘇宇暉, 鍾皓軒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824-4 (平裝)
1.行銷管理 2.市場分析 3.個案研究
496
品牌管理 / 丁瑞華, 楊偉顥著 .-- 四
版 .-- 新北市 : 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

司, 11006 .-- 5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48-49-6 (平裝)
1.品牌 2.品牌行銷 496.14
個人品牌獲利方程式 / 許國展著 .-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1-904-6 (平裝) NT$400
1.品牌 2.行銷策略 496.14
顧客只關心這七個問題!行銷必備的
7Q 品牌策略 : 資源、創意、執行力!
從品牌創立到精準銷售,請用顧客的
角度來思考 / 劉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94-6 ( 平 裝 )
NT$330
1.品牌 2.行銷策略 496.14
用數字 幫人生做體檢 / 陳志揚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傳智國際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074-5-9 (平
裝) NT$380
1.直銷 2.產業發展 496.5
做頂尖業務,不需要什麼特殊才能! /
高野孝之著 ; 張智淵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How ;
89) .-- ISBN 978-986-381-226-5 (平裝)
NT$320
1.銷售 2.銷售員 3.職場成功法
496.5
一學就會!鄭立德的超業筆記 : 銷售
力,就是你的免疫力 / 鄭立德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94-8 (平裝) NT$380
1.銷售 2.銷售員 496.5
奧客退散 : 好的服務業要有不服務
的勇氣 / 島田直行著 ; 郭凡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
366) .-- ISBN 978-986-0742-45-9 (平裝)
NT$340
1.顧客服務 2.顧客關係管理 496.7
從零開始讀懂流通業 : 一本掌握便
利商店、百貨公司、網路零售、批
發商、中間商、物流運籌的基礎 /
石原武政, 竹村正明, 細井謙一著 ;
張嘉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88-1 (平裝) NT$450
1.物流業 496.8
廣告學概論 : 整合行銷傳播觀點 / 呂
冠瑩著 .-- 二版 .-- [新北市] : 滄海圖
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
面 ; 26 公 分 .-- ( 滄 海 書 碼 ;
MB0711) .-- ISBN 978-986-06515-3-9
(平裝)
1.廣告學 2.個案研究 497
高說服力的美感文案術 : 教你 FB、
IG、YouTube、LINE 上寫出變現文
案的 18 個精準技巧 / 黃思齊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心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Skill ;
4) .-- ISBN 978-986-98338-9-9 (平裝)
NT$360
1.廣告文案 2.廣告寫作 497.5
銷魂文案 / 王晴天, 陳威樺著 .-- 新
北市 : 創見文化, 11007 .-- 100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636-6-0
(平裝) NT$50000
1.廣告文案 2.廣告寫作 497.5
智慧新零售 : 資料智慧時代的零售
業變革 / 馬慧民, 高歌編著 ; 胡亞平,
王彥文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504 (平裝)
1.零售業 2.產業發展 3.人工智慧
498.2
零售管理 : 行銷觀點 / 許英傑, 黃淑
姿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前程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1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75-9-6 (平
裝)
1.零售商 2.商店管理 3.行銷管理
498.2
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 : 學科&筆試.
110 年版 / 楊潔芝, 楊麗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32-9 (平裝)
1.商店管理 498.6
門市服務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/ 林
佳男, 劉芷伊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旗立資訊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5259-9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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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商店管理

498.6

門市營運管理 : 門市服務技術士技
能 檢 定 完 全 理 解 = Chain store
operation management : complete
understanding of chain store service
technician certification / 邱繼智, 李筱
嵐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23-6 (平裝)
1.商店管理 498.6

企業管理
Scrum 精華指南 / Gunther Verheyen
著 ; 鄭偉鵬, 高中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65-7 (平裝)
1.專案管理 2.軟體研發 3.電腦程式
設計 494
企業鬥魂 KYOCERA : 一生懸命!稻
盛和夫的京瓷心法 / 宋希玉, 張鶴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4 面; 21 公
分 .-- Pod .-- ISBN 978-986-516-676-2
(平裝) NT$380
1.稻盛和夫 2.企業經營 3.職場成功
法 494
步步為贏 : 超前部署你的下五步,學
習億萬富翁企業家的致勝謀略 / 派
崔克.貝大衛(Patrick Bet-David)作 ; 陳
映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(Big ; 364) .-- ISBN
978-957-13-9049-9 (平裝) NT$420
1.企業經營 2.策略規劃 3.職場成功
法 494
重新想像資本主義 : 全面實踐 ESG,
打造永續新商模 / 瑞貝卡.韓德森
(Rebecca Henderson)著 ; 張紫蘭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天下財經 ; 441) .-- ISBN 978-986398-693-5 (平裝) NT$520
1.企業管理 2.商業倫理 3.資本主義
494
家族企業的治理、傳承與接班 / 司
徒達賢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財經企

管 ; 732) .-- ISBN 978-986-525-182-6
(精裝) NT$450
1.家族企業 2.企業管理 494

11006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1-905-3 (平裝) NT$450
1.創業 2.商業管理 494.1

偽賽局 : 商戰中的讀心博弈!在敵人
進場之前,你就已經勝券在握 / 崔英
勝, 李高鵬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9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671-7 (平裝) NT$360
1.商業管理 2.企業策略 494

策略管理 : 實務個案分析 / 戴國良
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73-9 (平
裝) NT$390
1.策略管理 2.個案研究 494.1

跨越 : 陳立恆的動態經營學 / 陳立恆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經濟日報,
11005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經營管
理 ; MA018) .-- ISBN 978-986-987569-1 (精裝) NT$320
1.企業經營 2.企業管理 494
每天最重要的 2 小時 : 神經科學家
教你 5 種有效策略,打造心智最佳狀
態,聰明完成當日關鍵工作 / 喬許.戴
維斯(Josh Davis)著 ; 李芳齡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9-98-5 (平裝)
1.時間管理 2.工作效率 494.01
東南亞商管資訊暨文創產業研討會
論 文 集 . 2021 = Southeast Asia
symposium on business management
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y.
2021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內埔鄉 : 美和
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出版 :
美和科 技大學 經營 管理學 院發行 ,
11006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486-31-9 (平裝)
1.商業管理 2.文集 494.07
共感經營 : 從企業內部共鳴出發,建
立消費者認同,拓展市場新商機 / 野
中郁次郎, 勝見明著 ; 李友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 (實用知識 ; 76) .-- ISBN 978-986248-993-2 (平裝) NT$320
1.企業經營 2.企業管理 494.1
終結你的社畜人生 = Change requires
wisdom / 蔡嫦琪作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零極限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(成功誌 ; 3) .-- ISBN
978-986-06462-1-4 (平裝) NT$300
1.創業 2.生涯規劃 3.成功法 494.1
從零開始無痛創業 / Jacky Wang 著 .- 新北市 : 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,

跨域人生 : 大市場小故事 / 吳紹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訊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76 面; 21
公分 .-- (商訊叢書 ; YS09940) .-ISBN 978-986-5812-91-1 ( 平 裝 )
NT$299
1.創業 2.企業管理 494.1
對地球最好的企業 Patagonia : 1%地
球稅 x100%有機棉革命 千方百計用
獲利取悅員工 用 ESG 環保商業力改
變世界! / 伊方.修納(Yvon Chouinard)
作 ; 但漢敏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野
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320 面; 23 公分 .-- (地球觀 ; 6) .-ISBN 978-986-384-548-5 (平裝)
1.修納(Chouinard, Yvon, 1938- ) 2.創
業 3.企業經營 4.傳記 5.美國 494.1
臺 灣 創 育 產 業 關 鍵 報 告 . 2021 =
Taiwan's corporate innovation and
startup ecosystem / 張筱祺, 王琬昀
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
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, 11007 .-- 130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241 (平裝)
1.企業經營 2.創意 3.產業發展
494.1
雜訊 : 人類判斷的缺陷 / 丹尼爾.康
納曼(Daniel Kahneman), 奧立維.席波
尼(Olivier Sibony), 凱斯.桑思汀(Cass
R. Sunstein)著 ; 廖月娟, 周宜芳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12 面; 21
公分 .-- ( 財經 企 管 ; BCB733) .-ISBN 978-986-525-179-6 ( 精 裝 )
NT$700
1.決策管理 2.經濟學 494.1
好人主管的狡猾管理學 : 我自己來
做還比較快?難怪你老是替部屬收爛
攤,當主管該有的心理素質,要從狡猾
開始。 / 井上和幸著 ; 劉錦秀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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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Biz ;
368) .-- ISBN 978-986-0742-23-7 (平裝)
NT$300
1.企業領導 2.組織管理 494.2
想做主管,必先學會斷捨離 : 猶豫不
能成大事,成功者都是善於決斷的人
/ 楊仕昇, 冷新心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6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80-9 ( 平 裝 )
NT$350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
494.2
精準領導 : 高效管理者的六大課題 /
孫繼濱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6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87-8
(平裝) NT$330
1.管理者 2.企業領導 3.組織管理
494.2
精緻團隊的 80 則關鍵問答 : 這是一
本具有百萬價值的人資管理手冊 討
論所有企業都想化解的挑戰. 第二輯
/ 陳宗賢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
聖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8728-2-0 (平裝)
1.人力資源管理 2.問題集 494.3022
主管得了一種好好說話會死的病 :
得罪員工 ing!從批評、命令到激勵,
完美主管的 10 堂說話課 / 楊仕昇,
尤嶺嶺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0 面;
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-986516-685-4 (平裝) NT$360
1.職場成功法 2.說話藝術 494.35
思維的良率 : 向台積電學習邏輯推
演、解決問題 / 彭建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商業周刊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56-8 (平裝)
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494.35
高手賽局 : 「精英日課」人氣作家,
教你拆解、翻轉、主導局勢,成為掌
握決策的贏家 / 萬維鋼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78-7 (平裝) 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2.博奕論 494.35

商業框架圖鑑 : 五大類場景 X69 種
商業框架 X200 種思考法,讓工作變
順、提升競爭力的必備工具箱 / 堀
公俊著 ; 周若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
系列 ; 64) .-- ISBN 978-986-507-439-5
(平裝) NT$330
1.職場成功法 2.創造性思考 494.35
*就你最聰明! : 走出畫地自限的傲慢
與偏見,Big 4 資深顧問的職場心理
學 / 安達裕哉著 ; 卓惠娟, 蔡麗蓉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56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職 場 方 舟 ;
4010) .-- ISBN 978-986-06425-9-9 (平
裝) NT$380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關係 494.35
說話的本質 : 好好傾聽、用心說話,
話術只是技巧,內涵才能打動人 / 堀
紘一(Koichi Hori)著 ; 周紫苑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經營管理 ; 141X) .-- ISBN
978-986-06579-1-3 (平裝) NT$340
1.職場成功法 2.人際傳播 3.說話藝
術 494.35
聰明工作,讓你更自由 / 大衛.芬克爾
(David Finkel)著 ; 王瑞徽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平安叢
書 ; 684)(邁向成功 ; 83) .-- ISBN 978986-5596-16-3 (平裝) NT$320
1.職場成功法 2.企業管理 494.35
供應鏈重組的領航地圖 = Roadmap
to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/ 陳雅琴總主
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民國對外
貿易發展協會, 11005 .-- 163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5-437-7 (平
裝) NT$1800
1.供應鏈管理 2.國際貿易 494.5
供應鏈管理 : 觀念、運作與實務 / 中
華民國物流協會編著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67-3 (平裝) NT$550
1.供應鏈管理 2.物流管理 494.5
採 購 與 供 應 管 理 = Purchasing and
supply management / 許振邦, 社團法
人中華採購與供應管理協會編著 .--

六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7 .-- 720 面; 26 公分 .-- (智勝經
營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532-6
(平裝) NT$800
1.採購管理 2.供應鏈管理 494.57
0 秒說明!立即見效的「紙一張」簡
報術 / 淺田卓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4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756 (平裝)
1.簡報 494.6
20 秒電梯簡報 / 小杉樹彥作 ; 黃怡
菁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Biz ; 373) .-- ISBN 978-986-0742-38-1
(平裝) NT$340
1.簡報 2.口才 3.說話藝術 494.6
簡報的藝術 : 留白.空格.用色,讓視覺
效果極大化的 100 個製作技巧 / 天
野暢子著 ; 林佑純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4-292 (平裝) NT$300
1.簡報 494.6

社會科學類
總論
*事實能量與向量不真空 / 朱駿著 .-新竹市 : 朱駿, 11005 .-- 231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88-2 (平裝)
NT$350
1.社會科學 2.方法論 501.2
研究方法,技術報告與專業實務報告
寫作技巧 / 郭德賓著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郭德賓 ; 臺北市 : 紅螞蟻圖書有
限公司總經銷, 11005 .-- 4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74-5 (平
裝) NT$500
1.研究方法 2.統計方法 3.論文寫作
法 501.2
闇黑研究方法 / 方偉達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49-1 (平裝) NT$400
1.社會科學 2.研究方法 3.漫畫
501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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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和.平成精神史 : 「未結束的戰後」
和「幸福的日本人」 / 磯前順一原
著 ; 馬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翰蘆
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58-8-3
(平裝) NT$400
1.社會學史 2.日本 509.31

統計
資 料 科 學 家 的 實 用 統 計 學 / Peter
Bruce, Andrew Bruce, Peter Gedeck 著 ;
洪巍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63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41-1 (平
裝)
1.統計學 2.資料探勘 3.資料處理
510
論文統計分析實務 : SPSS 與 AMOS
的運用 / 王正華, 陳寬裕著 .-- 四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8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97-5 (平裝) NT$920
1.統計套裝軟體 2.統計分析 512.4
商 用 統 計 學 / Douglas A. Lind,
William G. Marchal, Samuel A. Wathen
作 ; 陳乃維編譯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
美商麥格羅希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臺灣分公司,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59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1-468-1 (平裝)
1.應用統計學 518

教育
香港教育 3.0 : 更新、變革與轉型 /
孔德維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GLOs, 11006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06037-7-4
(平裝) NT$300
1.教育 2.文集 3.香港 520.07
新比較教育學 : 理論與研究 = New
comparative education : theories and
research / 李奉儒, 沈姍姍, 洪雯柔, 黃
柏叡, 鄭以萱, 謝斐敦, 鍾宜興合著 ;
沈姍姍, 洪雯柔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
面; 23 公分 .-- (高等教育系列) .-ISBN 978-957-511-540-1 ( 平 裝 )
NT$400
1.比較教育 520.91

整合模擬公司與自主學習之多元評
量系統 / 閆嬰紅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大揚出版社, 11008 .-- 160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9-967-4 (平
裝) NT$390
1.教學設計 2.教學法 3.教學評量工
具 521.4

日常規矩 : 我在外面會小心! / 羅倫
斯.薩拉云(Laurence Salaün)著 ; 吉爾
斯.拉帕波爾(Gilles Rapaport)繪 ; 戴以
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
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
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725-33-9 (精裝)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3.紀律訓練
523.2

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331-31-9 (平裝)
1.美術教育 2.幼兒教育 523.2

紅細胞旅行記 / 張冬梅文 ; 曾雲童捷
圖 .-- 新北市 : 悅讀名品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48 面; 24X25 公分 .-- (好
習慣養成繪本 ; 11) .-- ISBN 978-98699125-5-6 (精裝) NT$280
1.衛生教育 2.學前教育 523.2

學前思維力訓練 500 題. 高手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6302-0 (平裝)
1.智力遊戲 2.學前教育 523.2

疑似不適任教師處理法規與實務 :
教師專業審查會篇 / 吳昌倫著 .-- 臺
北市 :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
會, 11005 .-- 14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966-5-7 (平裝) NT$220
1.教師 2.教育法規 522.023

家有家規 : 我在家裡會注意! / 羅倫
斯.薩拉云(Laurence Salaün)著 ; 吉爾
斯.拉帕波爾(Gilles Rapaport)繪 ; 戴以
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
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
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725-34-6 (精裝)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3.紀律訓練
523.2

學前思維力訓練 500 題. 基礎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97579-7 (平裝)
1.智力遊戲 2.學前教育 523.2

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與教學應用 / 鄒
文莉, 陳怡安, 洪月女, 魏士軒, 楊晉
民, 李松濤, 王盈丰, 黎文富, 林翠英,
楊志堅, 李旻珊, 陳映均, 莊敏仁, 蘇
琬蓉, 巫胤諠, 柯進輝, 蘇雍慈, 陳秋
蘭著 ; 洪月女, 陳怡安主編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30-9 (平裝) NT$280
1.師資培育 2.雙語教育 522.6

校有校規 : 我在學校會遵守! / 羅倫
斯.薩拉云(Laurence Salaün), 艾曼紐
爾.古夫(Emmanuelle Cueff)著 ; 吉爾
斯.拉帕波爾(Gilles Rapaport)繪 ; 戴以
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
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
25X25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725-32-2 (精裝)
1.學前教育 2.生活教育 3.紀律訓練
523.2

Sassy 0-3 歲視覺刺激遊戲書 : 獅子
吼吼 / La ZOO 作.繪 ; 何姵儀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 面; 18X17 公
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27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07-443-2 ( 精 裝 )
NT$300
1.兒童遊戲 2.視覺 3.繪本 523.13

祕密派對 練習本 / 禾流編輯團隊作 ;
陳沛奇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流
文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91-1 (精裝)
NT$299
1.學前教育 2.繪本 523.2

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材教法 : 108
課綱教師素養 / 陳麗如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19-4 (平裝) NT$340
1.國民教育 2.課程綱要 521.7
課 程發展的 理論與研 究 / 孫國華
著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
心, 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58-93-7 (平裝)
1.課程 2.課程規劃設計 521.7

Sassy 0-3 歲視覺刺激遊戲書 : 蝴蝶
啪啪 / La ZOO 作.繪 ; 何姵儀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 面; 18X17 公
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28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07-444-9 ( 精 裝 )
NT$300
1.兒童遊戲 2.色彩學 523.13

從生活出發學習 STEAM / 楊秋仁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理特尚文化實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88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015-08-7 (平裝)
NT$380
1.學前教育 2.學前課程 523.2
愛上幼兒園 : 打開美感新視角實踐
與分享 / 美國多元智能學院, 劉純芳
美育研究會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彩
紅屋文化事業出版社出版 : 人類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5 .-45

學前思維力訓練 500 題. 挑戰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6301-3 (平裝)
1.智力遊戲 2.學前教育 523.2

學前思維力訓練 500 題. 進階篇 / 王
雯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9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66300-6 (平裝)
1.智力遊戲 2.學前教育 523.2
0-3 歲嬰幼兒課程活動設計 / 施淑娟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(幼兒教育系列 ; 51216) .-ISBN 978-986-0744-16-3 ( 平 裝 )
NT$360
1.幼兒教育 2.教學活動設計 523.23
新北市托嬰中心工作管理手冊 / 林
秀穗, 吳佳益, 葉明岱, 汪麗真, 李宏
才, 林怡滿, 萊素珠, 廖信達, 羅巧淯,
黃玉珠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北
市政府社會局, 11007 .-- 50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30-7 (平
裝)
1.托嬰中心 2.手冊 523.28026
*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論文集.
109 學年度 / 黃惠慈, 陳素連, 王佳琪
等作 .-- 臺南市 : 南臺科技大學師資
培育中心, 11006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627-71-3 (平裝)
1.小學教學 2.教學輔導 3.教學研究 4.
文集 523.307
大成影音成語書 / 江大成作 .-- 臺北
市 : 碩英出版社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
978-986-99609-0-8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380 .-- ISBN 978-986-99609-1-5
(第 3 冊:平裝) NT$380
1.漢語教學 2.成語 3.初等教育
523.311
不 再寫錯 字 /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(小學認字通 ; 1) .-- ISBN 978626-313-001-2 (平裝)
1.漢語教學 2.錯別字 3.小學教學
523.311
不 再讀錯 音 / 世一文化編輯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(小學生認字通 ; 2) .-- ISBN
978-626-313-002-9 (平裝)
1.漢語教學 2.讀音 3.小學教學
523.311
識字小學堂. 3 : 認識生活 / 語文小組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柏樂出版有
限公司出版 : 易可數位行銷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20 面; 20X21
公分 .-- (柏樂小學堂 ; 3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06613-1-6 ( 平 裝 )
NT$450
1.漢語教學 2.識字教育 3.小學教學
523.311
連江縣國民小學閩東語文教材. 一年
級, 學講馬祖話(試行本) / 吳健忠總
編輯 .-- 連江縣南竿鄉 : 連江縣政府,
11006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8-11-8 (平裝)
1.閩語 2.教材 3.鄉土教學 4.小學教
學 523.317
英語自學關鍵教練 希平方 : 一次搞
懂 中小學基礎英文文法 / 曾知立
作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冊 .-- (英語學習系列 ; 23) .-- ISBN 978-957-658-571-5 (上冊:
平裝) NT$450 .-- ISBN 978-957-658572-2 (下冊:平裝) NT$450
1.英語教學 2.語法 3.中小學教育
523.318
第一本超實用情境句型書 / 張之逸
作 ; 林欣儀插畫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 面;
27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5528-90-4 (精裝)
1.英語教學 2.小學教學 523.318

名偵探柯南提高數感力題庫 : 國小
必學經典題型 157 / 青山剛昌作 ; 藤
丸卓哉出題 ; 游韻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00 面; 25 公分 .-- (Science
Conan ; 31) .-- ISBN 978-957-658-5807 (平裝) NT$580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2
素養導向數學臆測教學模式之理論
與實務 / 林碧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3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6-8879 (平裝) NT$400
1.數學教育 2.教學法 3.小學教學
523.32
數學這樣學 : 國小數學感學習. 四年
級 / 李源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29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843-9 (平裝) NT$380
1.數學教育 2.小學教學 523.32
小創客輕鬆玩 : micro:bit V2 / 宇宙機
器人教案研究室作 .-- 臺中市 : 宇宙
機器人企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372-99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微電腦 3.電腦程式設
計 523.38
跟著我這樣教科技 : 106-107 年度得
獎教案精選輯(國小) = Follow me on
technology / 朱耀明, 張美珍等人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教育署, 11005 .-- 293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0-22-0 ( 平 裝 )
NT$265
1.科技教育 2.教學設計 3.教學方案 4.
初等教育 523.38
臺北市國民小學基本學力檢測計畫
成果報告. 109 年度 / 陳清義, 馮永敏,
楊瑞智, 鍾靜, 張武昌, 邢小萍, 鄒彩
完, 陳滄智, 陳順和, 方芳蘭, 游惠音,
郭瑞芬, 黃玉貞, 鄭福來, 翁嘉聲, 方
正銘, 賴婷妤, 鄭博仁, 湖于瑩, 林翠
玫, 林佳嬅, 石玫芳, 吳欣悅, 胡詩菁,
張雅文, 曾婉菁, 蘇映亘, 李孟柔, 吳
政達, 陳蕙菁, 鄭茜文, 黃蘭鍈, 楊淨
雯, 蘇盈之, 張嘉芳, 朱廉婷, 王淑珍
撰稿 .-- 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,
11005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4-95-0 (平裝)
1.基本學力測驗 2.小學 3.臺北市
523.6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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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市經營實務 / 楊潔芝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20-6 (上冊:平裝)
1.商店管理 2.技職教育 523.831
餐飲服務技術 / 王淑媛, 夏文媛, 林
欣宜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22-0 (上
冊:平裝)
1.餐飲業 2.餐飲管理 3.技職教育
523.831
五堵一百 璀璨風采 : 基隆市五堵國
民小學一百週年校慶專刊 / 陳連域
總編輯 .-- 基隆市 : 基隆市七堵區五
堵國民小學, 11005 .-- 2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17-22-2 (平裝)
1.基隆市五堵國民小學
523.833/105
光隆九十載 桃李遍四海 : 臺中市太
平區光隆國民小學創校九十週年校
慶特刊 / 戴五騰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
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,
11006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8-99-7 (精裝)
1.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
523.833/117
雲林縣土庫鎮馬光國小創校 100 週
年紀念專刊 / 胡光漢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雲林縣土庫鎮 : 雲林縣土庫鎮
馬光國民小學, 11004 .-- 20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00-3 (精
裝)
523.833/123
學校,才不是你以為那樣 / 伍葉松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8-68-0 ( 平 裝 )
NT$320
1.學校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2
閱讀新識界 : 讀家計畫 / 黃淑祺, 陳
櫻仁, 林麗秋, 林慧菁, 吳展慶, 沈苡
歆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7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31-96-3 (平
裝)
1.閱讀指導 2.中小學教育 524.3
國中生的第一本閱讀素養策略指南 /
林雯淑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96 面; 22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73-4 (平
裝) NT$350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
國中生的跨領域閱讀 : 國文科 / 吳素
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3-003-6
(平裝)
1.國文科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11
作文教學風向球 / 張春榮作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42 面; 23 公分 .-- (語
文教學叢書. 作文教學叢刊 ;
1101001) .-- ISBN 978-986-478-472-1
(平裝)
1.語文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中等
教育 524.313
看故事,學寫作. 1, 靈感篇 / 李崇建,
張詩亞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75-8 (平裝) NT$40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中等
教育 524.313
看故事,學寫作. 2, 技巧篇 / 李崇建,
張佳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
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76-5 (平裝) NT$400
1.漢語教學 2.作文 3.寫作法 4.中等
教育 524.313
來吧!再也不用怕數學 : 用代數來思
考 / 王富祥, 游雪玲編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Super
kid ; 17) .-- ISBN 978-986-381-227-2
(平裝) NT$490
1.數學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2
統計 : 機率篇 : 用數字預測未來 / 日
本 Newton Press 作 ; 林筑茵翻譯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(少年伽利略 ; 8) .-- ISBN 978-986461-248-2 (平裝) NT$250
1.數學教育 2.機率 3.中等教育
524.32
統計 : 大數據時代必備知識 / 日本
Newton Press 作 ; 林筑茵翻譯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
年伽利略 ; 7) .-- ISBN 978-986-461247-5 (平裝) NT$250
1.數學教育 2.統計 3.中等教育
524.32
微積分 : 讀過就能輕鬆上手! / 日本
Newton Press 作 ; 賴貞秀翻譯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
年伽利略 ; 6) .-- ISBN 978-986-461245-1 (平裝) NT$250
1.數學教育 2.微積分 3.中等教育
524.32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地理. 第三冊 /
林曉芬, 叢志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07-0 (平裝)
1.地理 2.中等教育 524.34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公民與社會. 第
一冊 / 雷雲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10-0 (平裝)
1.公民教育 2.中等教育 524.35
物 理 大 圖 鑑 = Visual book of the
physics / 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黃經
良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4
公分 .-- (Galileo 科學大圖鑑系列)(伽
利略科學大圖鑑 ; 2) .-- ISBN 978986-461-244-4 (平裝) NT$630
1.物理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神拿滿級分 : 地科學測總複習 / 張堯
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53-0
(平裝)
1.地球科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普通型高中地球科學學習講義 / 方
壯剛, 吳嘉鴻, 黃翊展, 陳珮妏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3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75-2 (平裝)
1.地球科學 2.中等教育 524.36
資訊科技 / 蔡志敏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 250 面; 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中 .-ISBN 978-986-502-856-5 (平裝)
1.電腦教育 2.資訊科技 3.中等教育
524.3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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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著我這樣教科技 : 106-107 年度得
獎教案精選輯(國中) = Follow me on
technology / 朱耀明, 張美珍等人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教育署, 11005 .-- 291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0-23-7 ( 平 裝 )
NT$265
1.科技教育 2.教學設計 3.教學方案 4.
中等教育 524.375
聯手出擊!新興科技&自造教育教學
攻略 / 王敏玲, 李育賢, 吳怡銘, 宋佳
璇, 李保宜, 邱崑山, 林湧順, 陳建志,
謝金威, 蘇甘霖, 白勝文, 汪殿杰, 李
聖恩, 林原充, 許兆榮, 曾嘉豪, 曾慶
良, 楊錦明, 鄭伉妙, 盧育群, 蕭金釵,
顏啟芳, 王彥盛, 林世國, 許峰銘, 許
勝傑, 曾國正, 曾昭舜, 游鈺輝, 曾慶
良, 曾寶慶, 劉明欽, 謝建中等作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教育署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00-28-2 (全套:平裝附數位影音光
碟)
1.中等教育 2.科技教育 3.教學設計
524.375
批判性寫作 : 西洋文史閱讀素養 / 傑
西.利伯曼(Jesse Liebman)著 ; 丁宥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19
公分 .-- (EZ talk) .-- ISBN 978-986248-992-5 (平裝)
1.英語教學 2.寫作法 3.中等教育
524.38
神拿滿級分 : 英文學測總複習 / 孫至
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74-5
(平裝)
1.英語 2.問題集 3.中等教育 524.38
國中生的跨領域閱讀. 英語科 /
Henry Laurance, Shane Lin, Virginie Su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4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9-999-7 (平
裝)
1.英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中等教育
524.38
臺中南投星廉心 放完連假放廉假 /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第二十
一屆數理資優班全體同學作 .-- 臺北
市 :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,
11005 .-- 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4-93-6 (平裝)

1.中等教育 2.校外教學 3.臺中市 4.
南投縣 524.39
學術研究三部曲 : 小論文及科展完
全指南 / 劉啟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87-6 (平裝) NT$200
1.學術研究 2.研究方法 3.論文寫作
法 4.中等教育 524.39
大學生的職涯探索與領航 = Career
exploration and navigation / 林 乃 慧
著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
心, 11005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58-89-0 (平裝)
1.通識教育 2.生涯規劃 3.高等教育
525.33
世界很喪,但你要為自己撐下去 / 鮑
金勇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好的文化,
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26-98-3 (平裝) NT$280
1.大學生 2.學生生活 3.職業輔導
525.619
那一場帶得走的盛宴 / 莊明哲總編
輯 .-- [新北市]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02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57-784-922-9 (平裝)
1.中國科技大學 2.文集
525.833/101
國 立嘉 義大學 社會 責任成果 報告 .
2020 =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
Social Responsibility Achievement
Report. 2020 / 黃健政總編輯 .-- 嘉義
市 : 國立嘉義大學, 11005 .-- 9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0-8-8
(平裝)
1.國立嘉義大學 525.833/126
學校退場與轉型 / 林海清, 姜韻梅,
葉建宏, 葉貞妮, 陳麗珠, 吳善揮, 黃
宇仲, 張智傑, 林新發, 賴玉粉, 林佳
靜, 唐彥博, 王如哲, 劉秀曦, 黃政傑,
何慧群, Duc-Hieu Pham, 姜秀傑, 范振
德, 永井正武, 王則閔, 張永仁, 詹盛
如, 李隆盛, 陳裕昌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26-2 (平裝) NT$280
1.學校管理 2.文集 527.07
夢想勒索 : 協助被「夢想」壓迫的
年輕人,在絕望中找到前進的動力 /
高部大問著 ; 葉廷昭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真文化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認真生活 ; 10) .-- ISBN 978-98699539-8-6 (平裝) NT$320
1.教育 2.子女教育 3.日本 527.48
不管孩子,比管孩子還難! : 黑幼龍給
父母的 15 個教養叮嚀(特別收錄)請
問黑老師!關於教養的 10 個 Q&A /
黑幼龍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發光體,
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點亮未
來 ; 2) .-- ISBN 978-986-99855-5-0 (平
裝) NT$36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528.2
呀!我害羞了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4-1 (精裝) NT$180
1.親職教育 2.情緒教育 3.繪本
528.2
你可以愛上閱讀 / 曼羅.里夫(Munro
Leaf)圖.文 ; 李珞玟譯 .-- 新北市 : 韋
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21-5 (精裝) NT$280
1.親職教育 2.閱讀指導 528.2
我和我的孩子 : 一本給家長的手冊.
幼兒篇 / 李青芬, 林立維, 施惠玲, 許
瑜珍, 戴麗娟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教育部, 11008 .-- 69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00-20-6 (平裝)
1.親職教育 2.教育輔導 3.幼兒
528.2
阿德勒這樣教 : 教出自信、獨立、
勇 敢、會合 作的孩 子 / 阿爾弗雷
德‧阿德勒作 ; 王童童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好人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(i 生活 ; 19) .-- ISBN 978-98606375-3-3 (平裝) NT$35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兒童心理
學 528.2
剛剛好的教養 : 放心與放手,讓孩子
長出自信和能力 / 尚瑞君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教養生活 ; 69) .-- ISBN 978957-13-9098-7 (平裝) NT$320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528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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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邏輯力 孩子能力強 / 三浦俊彥
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98-6 (平
裝) NT$38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3.邏輯
528.2
*教出好兒子 : 培養勇敢、積極、高
EQ 男孩的教養經典(適合 0-18 歲) /
雲曉著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40 面;
23 公分 .-- (野人家 ; 80) .-- 實踐版;
暢 銷 紀 念 版 .-- ISBN 978-986-384526-3 (平裝)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3.親子關係
528.2
陪孩子終身成長 / 樊登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
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7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609 (平裝)
1.親職教育 2.親子關係 3.子女教育
528.2
教養的秘密 : 無效管教 OUT,科學育
兒 IN,兒童發展專家王宏哲的新世代
教養術 / 王宏哲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教養
生活 ; 68) .-- ISBN 978-957-13-9101-4
(平裝) NT$399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528.2
焦慮世代的安心教養 : 放下憂懼,陪
伴 I 世代孩子,共同迎接瞬息萬變的
未 來 世 界 / 瑪 德 琳. 勒 文 (Madeline
Levine)著 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61-7 (平裝)
1.親職教育 2.子女教育 528.2
踏上親子溫馨共讀的旅程 : 0-3 歲親
子共讀繪本導引手札 / 吳凱琳
(Kalina)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吳
凱琳, 11005 .-- 6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65-3 ( 平 裝 )
NT$360
1.親職教育 2.家庭教育 3.繪本 4.閱
讀指導 528.2
寫給小一家長的第一本書 : 讓家長
放心的 75 個良方 / 邢小萍, 卓家意,
董宜俐, 郭俊成, 沈佳慧著 .-- 初版 .--

哇!我好喜歡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73-3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超級人氣王 / 鄒敦怜著 ; 黃雄生繪 .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7 .-- 40
面; 20X20 公分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452-375-7 (精裝)
NT$250
1.生活教育 2.親職教育 3.通俗作品
528.33

耶!我很快樂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7-2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無敵乖寶寶 / 鄒敦怜著 ; 黃雄生繪 .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 11007 .-- 40
面; 20X20 公分 .-- 注音版;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452-374-0 (精裝)
NT$250
1.生活教育 2.親職教育 3.通俗作品
528.33

孩子 3 歲後問不一樣的問題 / 葛利
高里史托克著 ; 謝明珊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1-296-1 (精裝)
1.親職教育 2.生活教育 3.問題集
528.21

哼!我生氣了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70-2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嗯!我感受愛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6-5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 2.生活教育 3.學前教育 4.繪
本 528.33

尋鹿文旅 / 林俐妡, 徐琬甯圖 ; 黄怡
蒨, 楊家欣文 .-- 初版 .-- 彰化縣彰化
市 : 黄怡蒨, 11005 .-- 18 面; 21X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28-5 (精裝)
NT$440
1.親職教育 2.環境教育 3.繪本
528.3

唉!我很難過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9-6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嘿!我有自信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71-9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安安,別怕 : 學會
勇敢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18-6
(平裝)
1.生活教育 2.品格 3.學前教育 4.繪
本 528.33

啊!我很孤獨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72-6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噢!我會同情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8-9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超好玩!互動知識書 : 100 個為什麼?
/ 希薇.博悉耶作 ; 迪迪耶.巴力席維
繪 ; 丘芝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37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74-547-2 (精裝)
1.生活教育 2.幼兒教育 3.繪本
528.33

禮貌真的很重要 / 曼羅.里夫(Munro
Leaf)圖文 ; 謝佳勳譯 .-- [新北市] :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4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427-423-9 (精裝)
NT$280
1.生活教育 2.兒童教育 3.禮儀 4.繪
本 528.33
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最好聽的故事 : 沉
著冷靜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23-0
(平裝)
1.生活教育 2.品格 3.學前教育 4.繪
本 528.33

大手牽小手 : 國小中、高年級預防
暴 力教育教 案手冊 / 黃綵宸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天主
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, 11006 .-- 84
面; 21 公分 .-- (善牧叢書) .-- ISBN
978-986-92917-6-7 (平裝)
1.安全教育 2.暴力 3.初等教育
528.38

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00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15-6 ( 平 裝 )
NT$320
1.親職教育 2.教育輔導 3.小學生
528.2
引導孩子說出內心話 : 不說教的情
商課,讓親子都被好好理解 / 澤爸(魏
瑋志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Happy family ; 85) .-- ISBN
978-986-136-590-9 (平裝) NT$370
1.親職教育 2.親子溝通 3.情緒教育
528.21

全國兒童樂園, 基礎版. 9 : 洗澡真舒
服 /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.-臺北市 : 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494-2-0 (平裝
附光碟片)
1.生活教育 2.學前教育 528.33
呦!我在嫉妒 : 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
育繪本 / 精靈袋鼠媽媽編著 ; 裴曼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螢火蟲出版社,
11006 .-- 27 面; 16X1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2-365-8 (精裝) NT$180
1.情緒教育 2.學前教育 3.繪本
528.33

49

安全真的很重要 / 曼羅.里夫(Munro
Leaf)圖.文 ; 謝佳勳譯 .-- 新北市 : 韋
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54 面; 23 公分 .-- (生活日常系列繪
本 ; 2) .-- ISBN 978-986-427-422-2 (精
裝) NT$280
1.安全教育 2.兒童教育 3.通俗作品
528.38
Fun 臺灣 / 曹華執行編輯 .-- 臺北市 :
華人國際出 版有限 公司 , 11006 .-冊 .-- (110 上在地教學首選) .-- ISBN
978-986-5554-36-1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554-37-8 (第 2 冊:平裝)
1.學前教育 2.幼兒教育 3.臺灣文化
528.4

1.數位科技 2.技職教育

528.831

技術型高中維生數 C 總複習講義 /
常善評, 曾湧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52-3 (平裝)
1.技職教育 2.數學教育 528.84
食品化學與分析. 上 / 林宏周, 方郁
婷, 李志豪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佐佑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2 面;
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食品
群 .-- ISBN 978-986-06550-2-5 (平裝)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3.食品分析 4.
技職教育 528.8459

50+心腦方程式 : 給高齡者的創意方
案三部曲 / 林麗惠主編 .-- 嘉義縣民
雄鄉 : 中華社會設計學會, 11005 .-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738-2-9 (平裝) NT$230
1.老人教育 2.失智症 3.教學方案
528.433

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. 上 / 林宏周,
方郁婷, 李志豪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佐佑出版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40
面; 26 公分 .--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食 品 群 .-- ISBN 978-986-06550-1-8
(平裝)
1.食品科學 2.食品加工 3.食品分析 4.
技職教育 528.8459

人類生命學與生命管理學 / 林家樂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逸文武術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8 面; 26 公分 .- (武系列 ; A151) .-- ISBN 978-98698735-8-1 (平裝) NT$400
1.生命教育 2.人生哲學 528.59

羽球王子. 7, 龍爭虎鬥 / 疾風社團作.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超越極限系列) .-- ISBN 978986-0761-01-6 (平裝) NT$280
1.體育 2.漫畫 528.9

快樂之鑰 = The key to happiness / 廖
芝琳等著 .-- [嘉義縣朴子市] : 財團
法人菜脯根 文教基 金會 , 11005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(菜脯根人間有愛
系列 ; 4) .-- ISBN 978-957-30313-4-5
(平裝)
1.生命教育 2.通俗作品 528.59

重量訓練 : 理論與原理 / 陳銘正, 黎
俊彥, 王宏正, 李兼伯, 吳光亞, 侯堂
盛, 翁士航, 郭婕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62-756-2 (平裝) NT$300
1.體能訓練 2.肌肉 528.9

*家政領域技術教育 : 教材開發與應
用 : 以美容保健技術教育為例 / 蔡宜
萱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宏冠出版社,
11005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492-5-8 (平裝) NT$650
1.技職教育 2.家政 3.美容 528.8

重量訓練 : 操作與實務 / 吳鴻文, 林
淑惠, 陳銘正, 李昭慶編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62-757-9 (平裝) NT$300
1.體能訓練 2.肌肉 528.9

食品微生物. 上 / 石衛門, 李承穎, 周
宜隆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佐佑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50-0-1 (平裝)
1.食品微生物 2.技職教育 528.831

女性運動解剖學伸展與體能訓練 /
馬克.維拉作 ; 黃馨弘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8 .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7-699-4 (平裝) NT$420
1.運動生理學 2.體能訓練 3.肌肉生
理 4.女性 528.9012

數位科技概論 / 黃仲銘, 黃建庭, 林
易民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0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21-3 (上
冊:平裝)

跑出巔峰 : 越慢越快,從衣索比亞跑
者的逆境思考術,學習如何戰勝自我、
改 變 人 生 / 麥 可 . 克 羅 利 (Micha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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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awley)著 ; 陳卓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 ; 16) .-ISBN 978-986-289-578-8 ( 平 裝 )
NT$450
1.馬拉松賽跑 2.運動員 3.自我實現 4.
衣索匹亞 528.9468
勤武秘錄 : 長肢白鶴拳拳譜 / 羅國鶴
著 .-- 第一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羅國
鶴中醫診所, 11006 .-- 63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311-1-3 (平裝)
NT$300
1.拳術 2.中國 528.97
近代中國國術教育的推行與意義
(1912-1945) / 郭憲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師大書苑有限公司, 11007 .-1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96888-6 (平裝) NT$250
1.武術 2.教育史 3.中國 528.9709
泰國及泰北華文教育 / 黃通鎰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07 .-196 面; 21 公分 .-- (Do 觀點 ; 66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99368-7-3
(平裝) NT$320
1.華僑教育 529.3382
秘魯僑教三十年見聞 / 袁頌安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獨立作家, 11006 .-126 面; 21 公分 .-- (Do 觀點 ; 65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99368-6-6
(平裝) NT$320
1.華僑教育 2.秘魯 529.3582
我的閱讀課 : 排灣族的生活科學(習
作) / 陸怡琮主編 ; 陸怡琮, 方志豪,
江良捷, 李燕芳, 林怡君, 林依蘋, 林
福基, 陳秀玲, 黃雅玲, 曾喬嫈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7-167-6 ( 平 裝 )
NT$150
1.原住民族教育 2.科學教育 3.排灣
族 529.47
特殊幼兒教育導論 / 宣崇慧, 曹純瓊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35-4 (平
裝) NT$450
1.特殊教育 2.學前教育 529.5

禮俗；民族學

國際禮儀 : 含商業禮儀及領隊導遊
禮儀 =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: business,
tour leader and tour guide included / 唐
受衡, 林雨荻, 何旻娟編著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17-5 (平裝)
1.國際禮儀 530
*客庄遶尞 : 三 0 分鐘走遶客庄 / 鍾
道明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台灣鍾姓
宗親總會, 11004 .-- 328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25-0-5 ( 平 裝 )
NT$380
1.客家 2.歷史 536.211
客家 : 中國內的異邦人 / 高木桂藏
(Keizo Takaki)原著 ; 陳柏傑中譯 .-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員會
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; 臺北市 : 南天書
局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31-1 (精裝)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536.211
客家 : 歷史.文化.印象 / 飯島典子, 河
合洋尚, 小林宏至原著 ; 周俊宇中
譯 .-- 初版 .-- 苗栗縣銅鑼鄉 : 客家委
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; 臺北市 : 南
天書局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34-32-8 (精
裝)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536.211
客家性與地方性的再凝視 : 臺灣客
家的鄉土、流動與結構力 / 洪馨蘭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04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57-732-618-8 ( 平 裝 )
NT$550
1.客家 2.民族文化 3.文化研究
536.211
新 編六堆鄉 土誌 / 陳茂勳責任編
輯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國立高雄師
範大學客家 文化研 究所 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99297-9-0 (全套:
平裝)
1.客家 2.人文地理 3.歷史 536.211
民国时期北京旗人社会研究 / 杜佩
红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民國時期
北京旗人社會研究 .-- ISBN 978-9865488-76-5 (平裝) NT$160
1.滿族 2.社會生活 536.22

早期羌人居徙研究 / 武剛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10 面; 23 公分 .-- (史
學研究叢書. 歷史文化叢刊 ;
602018) .-- ISBN 978-986-478-479-0
(平裝) NT$300
1.羌族 2.民族史 536.2834
<<塔木德>>智慧書 / 林郁主編 .-- 初
版 .-- [ 新 北 市 ] : 布 拉 格 文 創 社 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2-4-2 (平裝)
1.猶太民族 2.民族文化 3.成功法
536.87
日本習俗超圖解 : 深植日本人生活
的開運方法 / 千葉公慈監修 ; 李佳霖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(日本入
門三部曲 ; 1) .-- ISBN 978-986-551569-0 (平裝) NT$380
1.風俗 2.日本 538.831
觀光餐旅業導論 / 夏文媛, 吳錦芬,
尹淑萍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4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31-2 (上
冊:平裝)
1.餐旅業 2.餐旅管理 3.技職教育
538.831
中國童話故事 / 禹田改寫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5500-99-3 (平裝)
NT$220
539.52

社會學
永遠的芭比 / M.G 羅德著 ; 閻蕙群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88 面; 21 公分 .-- (兩
性系列 ; 7) .-- ISBN 978-986-5569-273 (平裝) NT$460
1.流行文化 2.洋娃娃 3.美國
541.2652
文化創意概論 : 含 CCA 文化創意應
用認證 / 顧惠敏, 薛家欣, 賴岳興, 劉
晉彰, 蔡馨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3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270-2 (平裝)
1.文化產業 2.創意 541.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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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文化地理學導論 : 文化本源中的知
識傳統 / 歐崇敬著 .-- [新北市] : 歐崇
敬, 11006 .-- 107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02-5 (平裝) NT$380
1.文化地理學 541.39
AI 2041 : 預見 10 個未來新世界 / 李
開復, 陳楸帆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7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(財經企
管 ; BCB736) .-- ISBN 978-986-525191-8 (平裝) NT$550
1.資訊社會 2.人工智慧 541.415
真相製造 : 從聖戰士媽媽、極權政
府、網軍教練、境外勢力、打假部
隊、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 / 劉
致昕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 (春山之聲 ; 28) .-- ISBN 978-98606597-8-8 (平裝) NT$460
1.資訊社會 2.媒體 3.資訊傳播
541.415
新冠疫情後的未來 / 傑森.申克(Jason
Schenker)著 ; 李永學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書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0-820-3 (平裝) NT$320
1.未來社會 2.危機管理 541.49
社會心理學 / Elliot Aronson, Timothy
D. Wilson, Samuel R. Sommers 著 ; 余
伯泉, 陳舜文, 危芷芬, 余思賢譯 .-四版 .-- 新北市 :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80 面; 26 公分 .- (心理學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298369-0 (平裝) NT$800
1.社會心理學 541.7
這麼蠢的話為什麼你會相信 / 胡曉
梅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Sunny 文庫 ; 158) .-- ISBN 978-9865541-98-9 (平裝) NT$320
1.謠言 2.社會心理學 541.772
Podcast 圈粉勝經 : 改變世界的第四
顆蘋果 / 蔡有寶, 于宸鈞, 蔡嫦琪, 王
茗萱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零極限
文化出版社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(成功誌 ; 24) .-- ISBN 978-98606462-2-1 (平裝) NT$268
1.傳播產業 2.數位媒體 3.企業經營
541.83
駭客思維 : 抓出生活中的不合理,優
化你的人生 / 小約瑟夫.雷格爾

(Joseph M. Reagle Jr.)著 ; 吳宜蓁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New brain ; 34) .-- ISBN 978-986-137327-0 (平裝) NT$340
1.社會生活 2.生活水準 3.生活方式
542.53
好想知道夢想中的事! / YOYO studio
作.插畫 ; 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4
面 ; 22X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528-86-7 (精裝) NT$299
1.職業 2.通俗性讀物 542.7
就業追蹤資料庫系統優化與推廣應
用 規 劃 工 作 計 畫 = Work planning
report of the optimization and promotion
of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employment
tracking database system program / 吳
慧娜, 林詩騰, 黃冠傑, 梁德馨, 杜佑
維, 陳泰達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勞
動部勞 動及職 業安 全衛生 研究所 ,
11006 .-- 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6-75-6 (平裝) NT$400
1.人力資源調查 2.資料庫
542.71029
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!保住得來不易
的飯碗,順利通過 90 天試用存活期 /
蔡賢隆, 鄭一群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30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
978-986-516-657-1 (平裝) NT$360
1.就業 2.職場成功法 542.77
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 : 透過「內
在小孩」心法,重整成人與父母更平
和與成熟的親子關係 / 瑪麗-法蘭絲
(Marie-France), 艾曼紐 巴雷.迪.寇克
侯 蒙 (Emmanuel
Ballet
de
Croquereaumont) 著 ; 黃翎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經文
庫 ; 331) .-- ISBN 978-957-663-799-5
(平裝) NT$420
1.親子關係 2.親職教育 3.成人心理
學 544.1
跟阿德勒學正向教養. 單親家庭篇 :
傾聽孩子的訊息密碼,增進信任關係,
建立愛與歸屬感的環境 / 簡.尼爾森
(Jane Nelsen), 謝瑞爾.艾爾文(Cheryl
Erwin), 卡洛.德爾澤(Carol Delzer)著 ;
陳玫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84
面; 23 公分 .-- (高 EQ 父母 ; 84) .--

ISBN 978-986-248-996-3 ( 平 裝 )
NT$400
1.單親家庭 2.親職教育 3.親子關係
544.1
薩 提爾的親 密修復練 習 / 王俊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心視野系列 ; 82) .-- ISBN
978-986-507-420-3 (平裝) NT$320
1.家庭關係 2.兩性關係 3.生活指導
544.1
阿木心法 / 劉昭儀作 ; 羅亦庭插畫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94-9 (平
裝) NT$390
1.親子關係 2.親職教育 544.14
父親這種病 / 岡田尊司著 ; 張婷婷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Issue ; 35) .-- ISBN 978957-13-9072-7 (平裝) NT$300
1.父親 2.親子關係 544.141
母親這種病 / 岡田尊司著 ; 張婷婷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
21 公分 .-- (Issue ; 34) .-- ISBN 978957-13-8985-1 (平裝) NT$320
1.母親 2.親子關係 544.141
富爸爸不如好爸爸 : 父親在孩子一
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/ 大衛.史都著 ;
柯里斯, 林為正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足智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30-3
(平裝) NT$320
1.父親 2.親子關係 544.141
職場媽媽的每一天 : 忙小孩、趕工
作、陪家人......雖然有點手忙腳亂,
但我很喜歡現在的自己 / あい著 ; 何
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4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85-6 (平
裝)
1.母親 2.育兒 3.職業婦女 544.141
爸媽不暴走,孩子正成長! / 現代婦女
基金會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
手父母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52-97-2 (平裝) NT$360
1.單親家庭 2.親職教育 544.1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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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婚沒有保證書 : 甜蜜沒有保存期
限,讓夫妻愛情不變質的幸福私語 /
謝蘭舟, 李喜軍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8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79-3 ( 平 裝 )
NT$330
1.婚姻 2.兩性關係 544.3
別再用我對你的愛,傷害我 : 獻給渣
男吸引機,兩性博士陪你從此愛得海
闊 天 空 / 瑪 倪 . 費 爾 曼 (Marni
Feuerman) ; 游卉庭翻譯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280 面; 21 公分 .-- (Mind map ; 227) .- ISBN 978-957-658-578-4 ( 平 裝 )
NT$360
1.兩性關係 2.戀愛心理學 544.37
男女戀愛好順利 心理學辭典 / 齊藤
勇作 ; 胡毓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8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96-3
(平裝) NT$380
1.戀愛心理學 2.兩性關係
544.37014
為何我們這樣相愛,那樣分手? / 幹話
心理學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精誠資
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0-153-4 (平
裝) NT$320
1.戀愛心理學 2.兩性關係
544.37014
弄懂 6-12 歲孩子的內心 X 情緒 X
行為問題 / 陳品皓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禾禾文化工作室, 11006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3-06 (平裝) NT$360
1.青少年問題 2.親職教育 544.67
哈佛 XGoogle 行為科學家的脫單指
南 / 洛根.尤里(Logan Ury)著 ; 孔令新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36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85-0
(平裝) NT$400
1.兩性關係 2.戀愛 544.7
性教育與靈性 : 我們共同的責任 : 性
別與性在社會裡的健康發展 / 莉莎.
羅美洛(Lisa Romero)著 ; 陳脩平譯 .-初版 .-- 宜蘭縣冬山鄉 : 三元生活實
踐社, 11006 .-- 250 面; 21 公分 .-- (人

智學世界觀. 社會教育 ; 2) .-- ISBN
978-986-97160-9-3 (平裝) NT$380
1.性教育 2.性別研究 3.心理衛生
544.72
斷背山遇真彩虹 : 華人教會的同性
戀事工 / 楊符濟珍著 .-- 新北市 : 橄
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0 面; 24
公分 .-- (真理衛道叢書 ; 14) .-- ISBN
978-957-556-905-1
1.同性戀 2.基督教 544.75
兩個爸爸 / 陳子良, 陳海思鐸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57-32-9137-4 ( 平 裝 )
NT$300
1.同性戀 2.婚姻 544.751
「這樣安排是為你好!」 : 照顧父母
的 25 個盲點 / 陳乃菁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6 .-- 288 面 ; 22 公 分 .-(Restart ; 20) .-- ISBN 978-986-406243-0 (平裝) NT$320
1.老人養護 2.父母 3.照顧者 4.生活
指導 544.85
失智症照護實務 : 社會資源 =
Dementia care textbook / 陳亮宇作 ;
TAIC 台灣整合照護學會編著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商健思國際股份有
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5 .-- 15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6011-4-6
(平裝) NT$500
1.老人養護 2.老年失智症 3.健康照
護 544.85
長期照顧正念多元方案設計與實證
操作手冊 : 老人(銀髮族)、身心障礙
朋友以藝術、園藝、行走為樂齡活
動帶領 / 林義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31-6 (平裝) NT$350
1.老人養護 2.休閒活動 544.85
高齡者活動設計與指導 / Debra J.
Rose 作 ; 林貴福, 陳家信, 朱真儀, 陳
著, 江宗麟, 邱晨然, 林育槿, 王錠堯,
任曉, 徐志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禾楓書局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8-1-2
(平裝) NT$480
1.老人養護 2.休閒活動 3.指導活動
544.85

性別、健康與老人照顧 : 歐盟國家
的比較研究 / 柯瓊芳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19-5 (平裝) NT$280
1.老人養護 2.性別 3.比較研究 4.歐
洲聯盟 544.894
地方創生來解答 : 11 場讓日本社區
變有趣的設計對談 / 太田浩史, 廣賴
俊介, 長岡賢明, 鈴木毅, 馬場正尊,
西村佳哲, 芹澤高志, 廣井良典, 鷲田
清一作 ; 曾鈺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行人文化實驗室, 11007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1-06 (平裝) NT$35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景觀工程設計 3.
日本 545.0931
社 區 營 造 政 策 白 皮 書 . 2021 =
Community empowerment white paper /
文化部著作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文化
部, 11005 .-- 1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338-7 (平裝) NT$35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臺灣 545.0933
小村,鐵窗,我家有故事 : 社區設計,翻
轉椬梧再生 / 水牛設計部落團隊著 ;
呂耀中, 龐君豪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, 水牛設計部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- (立足南
方 ; EP001) .-- ISBN 978-986-99808-90 (平裝) NT$450
1.社區總體營造 2.雲林縣
545.0933/123
智慧城市建設與實踐 / 徐龍章編著 ;
陳成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
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67-2
(平裝)
1.都市發展 2.資訊科技 3.資訊社會
545.1
虎尾眷村再造歷史現場軟體培育及
營運計畫 : 眷村文化客廳養成計畫 :
虎尾建國眷村歷史研究調查 / 魯紜
湘, 李依倪作 .-- 初版 .-- [雲林縣斗六
市] : 雲林縣政府, 11006 .-- 16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02-7 (平
裝) NT$300
1.眷村 2.人文地理 3.歷史 4.雲林縣
虎尾鎮 545.4933
空谷幽蘭 : 尋找中國現代隱士 / 比爾.
波特(Bill Porter)著 ; 明潔譯 .-- 初版 .53

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
發行, 11006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23-4-5 ( 平 裝 )
NT$400
1.隱士 2.宗教與社會 3.中國
546.1135
社會工作直接服務 / 陳思緯編著 .-六版 .-- 臺北市 : 考用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5-27-9 ( 平 裝 )
NT$600
1.社會工作 547
青年行動+ : 桃園熱血力 感動全世界
/ 邵冰如, 林郡妙, 郭美懿, 陳培思, 張
雅琳, 潘姿吟, 謝其濬採訪撰文 .-- 桃
園市 :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,
11006 .-- 12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3-73-1 (平裝) NT$350
1.社會服務 2.社會參與 3.桃園市
547.1
高 齡者志願 服務的推 展 / 葉至誠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90 面; 21
公分 .-- (社會科學類 ; PF0302)(長照
關懷系列 ; 5) .-- BOD 版 .-- ISBN
978-986-326-916-8 (平裝) NT$380
1.老人 2.志工 3.社會服務 547.16
圖解犯罪心理學 / 楊士隆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8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04-0 ( 平 裝 )
NT$380
1.犯罪心理學 548.52
*無所不在 : 20 則性暴力受害者的圖
像故事 / 瑪麗亞.斯托安(Maria Stoian)
文.圖 ; 陳信宏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104 面; 25 公分 .-- (少年知識家 ;
BKKKC175P) .-- ISBN 978-626-305015-0 (平裝)
1.性犯罪 2.被害者 548.544
沙蟲駭客 : 全球最具侵略性和破壞
性的黑客組織,如何掀起新時代網路
戰 爭 / 安 迪 . 格 林 伯 格 (Andy
Greenberg)著 ; 蔡耀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80 面; 21 公分 .-(Next ; 1081) .-- ISBN 978-957-139096-3 (平裝) NT$460
1.電腦犯罪 2.網路戰 3.俄羅斯
548.546

青少年社會安全指引 : 性侵、販毒、
詐欺、騷擾......婦幼及少年警察隊隊
長 10 年專業經驗談 / 邱子珍著 .-初版 .-- [臺北市] : 創意市集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8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72-1
(平裝) NT$380
1.青少年犯罪 548.581
國民年金監理會年報. 中華民國 109
年版 =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
2020 annual report, National pension
supervisory committee / 衛生福利部國
民年金監理會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衛生福利部, 11006 .-- 22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33-7 (平
裝) NT$300
1.國民年金 2.年金保險 548.933

經濟
(升科大四技)經濟學完全攻略 / 王志
成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907 (平裝)
1.經濟學 550
*謬誤與真相 / 湯瑪斯.索威爾
(Thomas Sowell)著 ; 洪慧芳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951 (平裝) NT$300
1.經濟學 2.通俗作品 550
環境經濟學 : 理論與政策 / 柏雲昌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雙葉書廊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2-09-0 (平裝)
1.環境經濟學 550.16
退休基金革命 / 彼得.杜拉克(Peter F.
Drucker)作 ; 許貴運譯 .-- 臺北市 : 博
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0
面; 22 公分 .-- (跨世紀大師彼得.杜
拉 克 全 集 ; 13) .-- ISBN 978-98699851-7-8 (精裝) NT$400
1.退休金 2.經濟社會學 550.1654
經濟殺手的告白. 3, 不願面對的金融
真相 / 約翰.柏金斯著 ; 黃中憲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0 面; 21

公分 .-- (People ; 311) .-- ISBN 978957-13-9117-5 (平裝) NT$320
1.經濟史 2.金融危機 3.金融政策 4.21
世紀 550.9

大學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42-2-6 ( 平 裝 )
NT$500
1.國土規劃 2.屏東縣 553.11

經濟殺手的告白. 2, 美利堅帝國的陰
謀 / 約翰.柏金斯著 ; 黃中憲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(People ; 310) .-- ISBN 978-95713-9108-3 (平裝) NT$320
1.國際經濟關係 2.全球化 3.帝國主
義 4.美國 552.1

一帶一路 : 中共的歐亞世紀? =
China's Eurasian century? : political and
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
road initiative / 納迪吉.羅蘭(Nadège
Rolland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防
部政務辦公室, 11007 .-- 251 面; 21
公 分 .-- ( 軍 官 團 教 育 參 考 叢 書 ;
667) .-- ISBN 978-986-5446-82-6 (精裝)
NT$250
1.區域經濟 2.經濟發展 3.國際貿易 4.
中國 5.歐亞大陸 553.16

「COVID-19 的影響下日本與全球政
經變遷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第
二屆 / 蔡錫勳主編 .-- 臺北市 : 時英
出版社,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,
11005 .-- 5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2-2-2 (平裝) NT$450
1.政治經濟 2.經貿外交 3.日本
552.31
風土創業學 : 地方創生的 25 堂商業
模式課 / 洪震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(Taiwan
style ; 69) .-- ISBN 978-957-32-9141-1
(平裝) NT$450
1.產業發展 2.區域開發 3.創意 4.臺
灣 552.33
國家發展計畫. 110 至 113 年 / 國家
發展委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國家發展委員會, 11005 .-- 11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18-0 (平
裝) NT$150
1.國家建設計畫 2.經濟建設 3.國家
發展 4.臺灣 552.33
經世濟民四十載 中華前瞻迎未來 :
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40 週年特
刊 / 王健全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華經
濟研究院出版社, 11007 .-- 11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95-54-2 (精
裝)
1.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552.33
跨域治理與地方創生 : 邊界消融的
新思考 / 徐偉傑著 .-- 臺中市 : 逢甲
大學通識教育中心, 11005 .-- 203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843-67-0
(精裝)
1.產業發展 2.區域開發 3.創意 4.臺
灣 552.33
屏東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 / 陳
永森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國立屏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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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法規體系 / 許文昌著 .-- 六版 .-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 5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549-4 (平裝) NT$560
1.土地法規 554.133
水的旅行 / 邱昕芸文字 ; 黃士豪, 黃
姿穎, 楊冠婷, 黃子翔繪圖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,
11006 .-- 18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2-37-6 (精裝) NT$500
1.水資源 2.繪本 554.61
土地經濟學體系 / 許文昌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531-9 (平裝) NT$450
1.土地經濟 554.8
不買房當房東 / Tody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76-5 ( 平 裝 )
NT$380
1.不動產業 2.租賃 3.投資 554.89
台灣不動產大趨勢 : 紅點商圈戰略 /
周鶴鳴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88-7 ( 平 裝 )
NT$380
1.不動產業 2.投資 554.89
好宅聖經 / 王勝正, 林仁德, 林淵源,
唐峰正, 孫啟能, 張晉銓, 游輝任, 廖
志偉, 鄭仁雄, 魯世平, 鄧東成, 葉佳
宗, 賴柄源. 戴雅青, 戴雲發, 饒允政
作 ; 戴雲發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商鼎數位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

- 2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44-199-3 (平裝)
1.不動產業 2.結構工程 3.房屋建築
554.89
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5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77-0 (平裝)
NT$400
1.勞動市場 2.勞工就業 556

投資越南房產 : 五年退休不是夢 / 孫
鴻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孫鴻潔,
11005 .-- 43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29-2 (平裝) NT$475
1.不動產業 2.投資 3.越南 554.89

運用群眾外包模式蒐集就業資訊之
探討 = Evalu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
collecting job information through
crowd sourcing / 鄭淑芳, 謝杏慧, 陳
紀君, 陳威穎, 任希詩, 吳祐誠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全衛生研究所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6-70-1 (平裝)
NT$250
1.勞動市場 2.勞工就業 556

家的夢想,無限大 / 大家房屋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時報悅讀 ; 38) .-- ISBN 978957-13-9066-6 (平裝) NT$420
1.不動產經紀業 2.企業管理 554.89
預售屋一本通 / 狸樂趣裝修研究室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44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-698-6 (平
裝) NT$420
1.不動產業 2.施工管理 3.室內設計
554.89
不動產估價師法規彙集 / 陳俊合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德明財經科技
大學不動產與永續城鄉研究室,
11005 .-- 3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176-1-2 (平裝) NT$550
1.不動產 2.房地產法規 554.89023
智造時代 : 從製造到「智造」、滯
銷往「智銷」,傳統產業的產銷新思
維 / 許輝煌著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民雄
鄉 :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,
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55-4-9 (平裝) NT$350
1.產業 2.產業發展 3.產銷管理 4.臺
灣 555
職安一點通 :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乙
級檢定完勝攻略. 2021 版 / 蕭中剛,
劉鈞傑, 賴秋琴, 鄭技師, 徐英洲, 江
軍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43-5 (平裝)
1.工業安全 2.職業衛生 555.56
2030 年就業趨勢與展望研究. 三 =
Perspectives for the mega trend of the
future employment Taiwan 2030. III /
吳慧娜, 林詩騰, 江蔓萱, 張玉山, 賴
宏誌, 彭美嘉, 李依靜, 李苑玉著 .-- 1
版 .-- 新北市 :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

老羅講古 : 勞保小故事 / 羅五湖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華社會保險學
會, 11005 .-- 159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9206-2-0 (平裝) NT$300
1.勞工保險 2.通俗作品 556.82
工資保護法 : 理論與實務 / 楊通軒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07-1 (平
裝) NT$400
1.勞動法規 2.工資 3.論述分析
556.84
勞基法攻略 : 工資傳 / 黃柏欽作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6-073-6 ( 平 裝 )
NT$400
1.勞動基準法 2.工時 3.論述分析
556.84
智慧交通理論與實踐 / 王江鋒編著 ;
黃仁暐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50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641 (平裝)
1.交通管理 2.運輸系統 3.人工智慧
557.15
火車小百科 / 王保華文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0-83-2 (精裝) NT$200
1.鐵路 2.火車 3.通俗作品 557.26
終極鐵道百科 / DK 出版社作 ; 于倉
和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石國際
文 化 有 限 公 司 , 11007 .-- 320 面 ;
24X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809-75 (精裝)
1.鐵路史 2.火車 557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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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浪淘沙 : 湮沒於海上絲綢之路的
寶藏 奔向大海 / 向斯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龍少年, 11006 .-- 104 面; 21
公分 .-- (藏寶館 ; NCS05) .-- ISBN
978-986-499-134-1 (平裝) NT$210
1.航運史 2.中國 557.46
黃金海盜時代 : 得海洋者得天下!解
構世人對海上游牧人生的幻想與迷
思,揭開真實世界的海盜犯罪與各國
角力戰 / 安格斯.康斯丹作 ; 黃妤萱,
王婉茜, 鄭依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40 面; 26
公分 .-- (Sasugas ; 14) .-- ISBN 978986-289-580-1 (平裝) NT$600
1.海盜 2.歷史 557.49209
宣統紀念郵票(1909-1914) = Emperor
Hsuan
Tung
commemorative
issue(1909-1914) / 陳俊雄編著 .-- 臺
北市 : 郵文聯誼會, 11005 .-- 496 面;
26 公分 .-- 部分內容中英對照 .-ISBN 978-986-99047-2-8 ( 精 裝 )
NT$3000
1.集郵 2.郵票 3.歷史 557.645
細說虎豹獅象 : 郵、幣、鈔中的生
命密碼 / 許義宗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許義宗, 11005 .-- 4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03-2 (精裝)
NT$3000
1.集郵 2.紙幣 3.蒐藏品 557.645
集 郵 彙 報 . 第 33 卷 (2021 年 ) =
Collectors' philatelic annual report.
volume 33(2021) / 游振傑主編 .-- 臺
北市 : 郵文聯誼會, 11005 .-- 38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47-1-1
(平裝)
1.集郵 557.645
軌道交通前沿 / 林忠正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林忠正, 11005 .-- 5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981 (平裝)
1.鐵軌 2.都市交通 3.運輸系統
557.8
英國航空事業及其中國航線 : 一九
二七-一九四九 / 林志龍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稻鄉出版社, 11006 .-- 144
面; 21 公分 .-- (史學叢書系列 ; 99) .-ISBN 978-986-99430-8-6 ( 平 裝 )
NT$180
1.航空史 2.英國 3.香港 557.9941

關鍵時刻,重開和平互惠的兩岸關係 :
「兩岸重開機,疫後新契機」研討會
論文集 / 鄧岱賢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,
11005 .-- 16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7823-1-0 (平裝) NT$240
1.兩岸經貿 2.經貿關係 3.文集
558.5207
國 際貿易實務 = International trade
practice / 蔡孟佳, 鄭貽斌著 .-- 六版 .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68 面; 26 公分 .-- (智勝經
管系列) .-- ISBN 978-957-511-538-8
(平裝) NT$600
1.國際貿易實務 558.7

財政；金融；投資
剝奪 : 金融時代的不平等 / 林庚厚,
梅根.尼利(Megan Tobias Neely)著 ; 許
瑞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 (春山之巔 ; 8) .-- ISBN 978-98606458-1-1 (平裝) NT$400
1.金融 2.財富 3.平等 4.美國 561
貨幣銀行學概論 / 黃志典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17-9-2 (平裝)
1.貨幣銀行學 561
主導的態度 / 吳建賢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大創意有限公司, 11004 .-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493-5-4 (平裝)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3.不動產 563
多少才夠? : 從賺錢、花錢到持續累
積財富的致富思維,帶你擺脫窮忙、
不受市場情緒左右,建立聚焦自我的
財務計畫 / 艾倫.艾貝(Arun Abey), 安
德魯.福特(Andrew Ford)著 ; 劉凱平
譯 .-- 第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天下財經 ; 438) .-- ISBN 978986-398-684-3 (平裝) NT$38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3.財富 563
全局思維及建築健康的人生財務 /
高祥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智庫雲
端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4-0-8 (平裝)
NT$150
1.理財 563

別在該理財的年紀,選擇放棄 / 崴爺
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博思智庫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6-6-7 (平裝)
NT$350
1.理財 2.投資 563
金融市場這樣比喻你就懂 : 33 個神
比喻,讓你讀懂金融市場的遊戲規則
與陷阱 / 派帝.赫希(Paddy Hirsch)著 ;
吳書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
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480-2 (平裝) NT$350
1.個人理財 2.投資 563
斜槓荷包 : 薪水別越賺越窮!小資必
備的懶人理財術 / 喬有乾, 高沛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72-4 ( 平 裝 )
NT$299
1.個人理財 563
順勢致富 : 14 位頂尖交易奇才跑贏
大盤、賺取超額報酬的投資法則 /
麥可.卡威爾(Michael W. Covel)作 ;
曾婉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(投資贏家系列 ; 49) .-ISBN 978-957-9054-94-2 ( 平 裝 )
NT$360
1.投資 2.投資分析 563
MetaTrader 5 黃金白銀投資設計寶典.
基礎篇 / Dave C, 王彤, 張立維作 .-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- 26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75-1
(平裝)
1.外匯交易 2.外匯投資 3.投資分析 4.
電腦軟體 563.23029
MetaTrader 5 黃金白銀投資設計寶典.
進階篇 / Dave C, 王彤, 張立維作 .-新北市 : 經瑋文化, 11006 .-- 30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5-476-8
(平裝)
1.外匯交易 2.外匯投資 3.投資分析 4.
電腦軟體 563.23029

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
11008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- (金融測
驗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399-215-8
(平裝)
1.信託 563.3
信託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歷屆試
題詳解練習本. 2021 年版 / 蕭善言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
金融研訓院, 11008 .-- 500 面; 21 公
分 .-- (金融測驗系列 ; 53) .-- ISBN
978-986-399-212-7 (平裝)
1.信託 563.3
信託資產傳承的稅務規劃 / 封昌宏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539-5 ( 平 裝 )
NT$360
1.信託 2.財產稅 563.3
信託業務總整理. 2021 年版 / 台灣金
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
11008 .-- 600 面; 21 公分 .-- (金融測
驗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399-214-1
(平裝)
1.信託 2.信託法規 563.3
上流哥 : 這年頭資產配置有點難 / 上
流哥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Smart 智
富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8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47-7-5 (平裝) NT$380
1.投資 2.投資管理 563.5
投資的智慧 : 破解理財盲點,讓你贏
在起跑點,賺在轉捩點 / 簡倍祥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和平國際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1-300-5 ( 平 裝 )
NT$300
1.投資 2.理財 563.5

國際擔保信用狀與銀行保證函 / 余
森 林 編 著 .-- 臺 北 市 : 余 森 林 ,
11007 .-- 631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17-9 (平裝) NT$750
1.信用狀 2.擔保 563.25

高手的法則 : 向 68 位橫跨長期投資、
價值投資、成長型投資到短線交易
領域的金融界傳奇大師,學習投資原
則與禁忌清單 / 歐美金融界傳奇大
師著 ; 克里斯多夫.派克(Christopher
Parker)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
化出版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44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79-3-8 ( 平 裝 )
NT$600
1.投資 2.投資分析 563.5

信託原理與實務. 2021 年版 / 台灣金
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-

新世紀金融怪傑 : 對沖基金經理人
的贏家思維 / 傑克.史瓦格(Jack 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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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hwager)著 ; 黃嘉斌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寰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229-04 (上冊:平裝) NT$450 .-- ISBN 978986-06229-1-1 (下冊:平裝) NT$450
1.投資 563.5
想賺錢,先搞懂贏家格局 / 朱均澤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大創意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93-6-1 (平裝)
1.投資 2.投資分析 563.5
總經投資法則 / 吳盛富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財經傳訊出版社, 11006 .-2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94-1-6 (平裝) NT$320
1.投資 2.投資管理 3.投資分析
563.5
交易沒有秘密 / 林恩如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全曜財經資訊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27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58-2-5 (精裝) NT$9888
1.投資技術 2.投資分析 563.52
找到價值被低估,價格又正上漲的股
票 / 陳卓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財
經傳訊出版社, 11006 .-- 2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4-2-3 (平
裝) NT$32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563.52
買一支會上漲的股票 : 初學者也能
上手 勝利組的成功法則 / 池田洋子
著 ; 鄭舜瓏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
金文化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7 .-- 20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79-4-5 ( 平 裝 )
NT$38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2
如何看懂一支股票的題材&故事 : 讓
他在 10 年內,從 20 萬變 8 億 / 片山
晃, 小松原作 ; 易起宇譯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大樂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(Money ; 31) .-ISBN 978-986-5564-28-5 ( 平 裝 )
NT$30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我用波段投資法,4 年賺 4000 萬 : 買
在 低點 、賣在 高點 , 賺 價差 的獲 利
SOP / 陳詩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翻轉學

系列 ; 67) .-- ISBN 978-986-507-451-7
(平裝) NT$35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3.投資技術
563.53
杜金龍技術指標聖經 / 杜金龍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96 面; 23 公分 .- (投資贏家系列 ; 49) .-- ISBN 978957-9054-96-6 (平裝) NT$88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高盛首席分析師教你看懂進場的訊
號 : 洞悉市場週期,贏在長期好買賣 /
彼 得 .C. 奧 本 海 默 (Peter C.
Oppenheimer)著 ; 曹嬿恆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(新商業周刊叢書 ; BW0774) .-- ISBN
978-986-0734-52-2 (平裝) NT$42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分析 563.53
*實戰台指期. 3, 在市場久活與獲利
關鍵 / 濁酒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聚
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2-12 (精裝) NT$600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養股,我提早 20 年財富自由 / 黃嘉斌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2-35-0 ( 平 裝 )
NT$380
1.股票投資 2.投資技術 3.投資分析
563.53
台指期當沖,當個經常獲利的傻瓜 :
不依賴技術分析指標、不用凹單拚
後勢、不必選跟單老師 : 我靠傻瓜
操作法,月獲利百萬! / Queen 怜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(Biz ;
370) .-- ISBN 978-986-0742-46-6 (平裝)
NT$380
1.期貨交易 2.期貨操作 3.投資技術
563.534
該不該幫毛小孩買寵物保險 : 2021
年各家寵物保險彙整 / 王宥婷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鼎書局, 11005 .-64 面 ; 29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923-6-7 (平裝) NT$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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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保險 2.保險規劃 3.寵物飼養
563.7
特殊行業稅務與會計實務. 三 / 張正
仁編著 .-- 臺北市 : 張正仁, 11005 .-8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862-2 (平裝) NT$1000
1.稅務會計 567.01
澎湖縣政府稅務局局史 / 洪祥閔, 曾
玉涵, 何敏華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澎
湖縣馬公市 : 澎湖縣政府稅務局,
11006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7-61-0 (精裝)
1.稅務行政 2.歷史 3.澎湖縣 567.01

政治
修辭的陷阱 : 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
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? / 傑森.史丹
利(Jason Stanley)著 ; 劉維人譯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3-10-2 (平裝) NT$500
1.政治學 2.宣傳 570
胡適的頓挫 : 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
政治抉擇 / 黃克武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(歷史. 中
國史) .-- ISBN 978-957-05-3335-4 (平
裝) NT$500
1.胡適 2.學術思想 3.政治思想 4.自
由主義 570.1
民主的價碼 : 一人一票,票票「等
值」? / 茱莉亞.卡熱(Julia Cage)著 ;
潘信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400 面; 21 公分 .-- (NEXT ; 300) .-ISBN 978-957-13-9002-4 ( 平 裝 )
NT$480
1.民主政治 2.代議政治 571.6
公 共 政 策 分 析 / Peter Knoepfel,
Corinne Larrue, Frédéric Varone,
Michael Hill 著 ; 曾健准譯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5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32-614-0 (平裝) NT$500
1.公共政策 2.行政決策 3.公共行政
572.9
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. 2021 / 王高
成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英出版
社 ; [新北市] :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

院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2-3-9 (平裝) NT$300
1.兩岸關係 2.國際關係 3.文集
573.09
<<周禮>>鄭氏學探賾 / 黃慧芬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529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15-1859-6 ( 平 裝 )
NT$600
1.鄭玄 2.周禮 3.研究考訂 573.1177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統計年報. 中華
民國 109 年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公務
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 員會 , 11006 .-12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4-10-3 (平裝)
1.人事制度 2.公務人員 3.政府統計 4.
中華民國 573.4028
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統計年報. 中
華民國 109 年 /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
基金管理委員會編著 .-- 臺北市 : 公
務人員 退休撫 卹基 金管理 委員會 ,
11005 .-- 15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15-8 (平裝) NT$210
1.人事制度 2.公務人員 3.退休金 4.
政府統計 5.中華民國 573.434028
2020 年總統選舉 : 新時代的開端 /
方淇, 王德育, 吳重禮, 林聰吉, 俞振
華, 洪國智, 翁履中, 郭子靖, 陳陸輝,
游清鑫, 黃紀, 廖崇翰, 蔡佳泓, 鄭夙
芬, 蕭怡靖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06-4 (平裝) NT$400
1.元首 2.選舉 3.臺灣政治 4.文集
573.5521
退除役官兵輔導統計要覽. 中華民國
109 年 /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
統計資訊處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
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, 11006 .-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20-3 (平裝) NT$250
1.退役軍人 2.輔導機構 3.政府統計
573.57028
監察院 90 周年特刊 = The Control
Yuan 90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/ 監
察院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
11005 .-- 6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07-3 (平裝) NT$500
1.監察院 573.82
紅太陽的灼熱光輝 : 毛澤東與中國
五 0 年代政治 / 盛慕真著 .-- 初版 .--

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51-8 (精裝)
1.中國大陸研究 2.中國政治思想
574.1

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,
11005 .-- 120 面; 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80-7-9 (平裝) NT$150
1.警政 2.警政資訊系統 3.文集
575.807

建黨百年 奮鬥百年 : 中共的力量來
自何方 / 戚嘉林主編 .-- 臺北市 : 祖
國雜誌社, 11005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 (祖國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066750-9 (平裝) NT$360
1.中國大陸研究 2.文集 574.1

自灰燼中綻放 : 一場名為八仙塵燃
的震撼教育 /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57-0 (平
裝)
1.災難救助 2.塵爆 3.緊急醫療救護
575.87

黑手 : 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
界 / 克萊夫.漢密爾頓(Clive Hamilton),
馬曉月(Mareike Ohlberg)著 ; 梁文傑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448 面; 21 公分 .-- (左岸政治 ; 319) .- ISBN 978-986-06666-0-1 ( 平 裝 )
NT$500
1.中國研究 2.國際關係 3.國際政治
574.1
當天皇 vs.上帝時 : 近代日本基督徒
如何避免信仰衝突? / 簡曉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5-1860-2 (平裝) NT$300
1.天皇制度 2.基督教 3.日本
574.251
執法人員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 / 林
麗珊, 孫義雄, 李宗勳, 吳彰裕, 施宏
毅, 馮佩君, 黃慧娟, 洪浩華, 蘇恆舜,
羅雅容, 鄭益智, 吳斯茜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桃園市 :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
理學系暨研究所, 11006 .-- 446 面; 24
公分 .-- (警察行政管理叢書 ; 4) .-ISBN 978-986-5450-97-7 ( 平 裝 )
NT$500
1.警政 2.行政管理 575.8
警察組織與事務管理 / 李宗勳, 林泰
裕, 林麗珊, 孫義雄, 馮佩君, 蘇恆舜,
楊永年作 ; 孫義雄主編 .-- 增訂一
版 .-- 桃園市 :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
理學系暨研究所, 11006 .-- 416 面; 24
公分 .-- (警察行政管理叢書 ; 1) .-ISBN 978-986-5450-96-0 ( 平 裝 )
NT$500
1.警政 2.事務管理 575.8
資訊管理學術暨警政資訊實務研討
會. 2021 年第 24 屆 : 運用智慧科技
創新警政服務論文集 / 王逸嵐, 董正
談, 鄧少華等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58

消防安全工程設計 / 吳玉祥, 呂憶婷,
高士峯, 張庭熙作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20-0 (平裝) NT$600
1.火災 2.消防 3.消防設施 575.87
瘋狂的年代 : 世界大戰源起與全球
秩序未來 / 蔡東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808-7-6 (精裝) NT$450
1.國際政治 2.國際關係 578
南海 : 21 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
稱 霸 的 第 一 步 ? / 比 爾 . 海 頓 (Bill
Hayton)著 ; 林添貴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,
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(麥田國
際 ; 2) .-- ISBN 978-626-310-031-2 (平
裝) NT$450
1.南海問題 2.中國 578.193
現代國際法 / 丘宏達著 ; 陳純一修
訂 .-- 修訂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175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12-6 (精
裝)
1.國際法 579
保障兒少表意權之策略與注意事項 /
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
會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衛生福利
部社會及家庭署, 11006 .-- 10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-28-3 (平
裝) NT$120
1.國際人權公約 2.兒童保護 3.個案
研究 579.27

法律

*馬漢寶講作論文彙編. 第七屆 =
Herbert
Han-Pao
distinguished
lectureship. Seventh / 國立臺灣大學法
律學院, 財團法人馬氏思上文教基金
會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馬氏思
上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部分內容為英文 .-- ISBN
978-986-95853-0-9 (平裝)
1.法律 2.文集 580.7
憲法的社會與政治基礎 / Denis J.
Galligan, Mila Versteeg 主編 ; 張千帆,
朱學磊, 陸符嘉, 牟效波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
版, 11005 .-- 冊 .-- (科技整合法學叢
書 ; 6) .-- ISBN 978-986-350-462-7 (全
套:平裝) NT$900
1.憲法 581
財稅法典 / 一品法學苑主編 .-- 十五
版 .-- 臺北市 : 一品文化出版社,
11006 .-- 87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400-6-1 (平裝) NT$500
1.中華民國法律 582.18
民法債編精選判決評釋 / 王怡蘋, 陳
榮傳, 郭玲惠, 黃健彰, 游進發, 向明
恩, 孔繁琦, 戴瑀如, 姜炳俊, 蔡瑄庭,
侯岳宏, 杜怡靜, 呂彥彬合著 ; 臺北
大學法律學院民事法中心主編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00 面; 23 公分 .-- (臺北大
學法律學院民事法中心叢書. 民事法
系列 ; 2) .-- ISBN 978-957-511-548-7
(平裝) NT$450
1.債法 2.判決 3.判例解釋例 584.3
租賃物之瑕疵及其法律效果 / 王千
維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75-0 (精
裝) NT$250
1.租賃 2.民法 584.385
家事法庭裡的春天 / 彭南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04 面; 23 公
分 .-- (Talent 系列 ; 51) .-- ISBN 978986-06390-7-0 (平裝) NT$550
1.家事事件法 2.通俗作品 584.4
實用非訟事件法 / 林洲富著 .-- 十三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42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55-2 ( 平 裝 )
NT$500

1.非訟事件

584.8

刑法總則 / 王皇玉作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6-078-1 (平裝) NT$750
1.刑法總則 585.1
少年事件處理法 / 陳慈幸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11-533-3 (平裝) NT$500
1.少年事件處理法 585.78
殺人魔名冊 : 全球 150 名極惡連環
殺 手 檔 案 / 傑 克 . 羅 斯 伍 德 (Jack
Rosewood), 蕾貝卡.洛(Rebecca Lo)作 ;
翁雅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
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
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158-6 (平裝)
1.刑事案件 2.謀殺罪 585.8
最華麗的劇場型犯罪 : 固力果.森永
事件未解之謎 / NHK 特別節目採訪
組作 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凌宇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658-7-3 (平
裝) NT$380
1.刑事案件 2.報導文學 3.日本
585.8
吳明軒論著全集. 一, 民事訴訟法實
例釋示 / 吳明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2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432 (精裝) NT$500
1.民事訴訟法 586.1
吳明軒論著全集. 二, 民事實體法制
之研究 / 吳明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4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449 (精裝) NT$700
1.民事訴訟法 586.1
吳明軒論著全集. 四, 民事程序法制
之研究 / 吳明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8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463 (精裝) NT$1000
1.訴訟程序 2.民事訴訟法 586.41
圖解民事訴訟 : 第一次打民事官司
就 OK / 錢世傑著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134-9-2 (平裝) NT$420
59

1.訴訟程序 2.民事訴訟法 3.判例解
釋例 586.41
人骨檔案 : 法醫人類學家的鑑識筆
記,解開隱藏在屍骸中的死亡密碼 /
蘇.布萊克(Sue Black)著 ; 陳岳辰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8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79-9 (平
裝) NT$480
1.法醫學 2.法醫人類學 586.66
商事法實例解析 / 林洲富著 .-- 十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29-3 ( 平 裝 )
NT$550
1.商事法 2.判例解釋例 587
商業事件審理法 / 許士宦, 曾宛如,
沈冠伶, 蔡英欣, 邵慶平, 楊岳平, 陳
瑋佑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47-0 (平裝)
NT$480
1.商事法 587
信託法規與稅制. 2021 年版 / 台灣金
融研訓院編輯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,
11008 .-- 450 面; 26 公分 .-- (金融測
驗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399-213-4
(平裝)
1.信託法規 2.稅制 587.83
行政調查法論 / 洪家殷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541-8 (平裝) NT$320
1.行政程序法 2.論述分析 588.135
當文創遇上法律 : 從匠人到企業 / 劉
承慶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術
家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 面;
21 公分 .-- (藝思有法 Arts Law ; 2) .-ISBN 978-957-9057-88-2 ( 平 裝 )
NT$260
1.著作權保護 2.智慧財產權 588.34
人工智能 VS 智慧財產權 / 陳家駿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4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511-542-5 ( 平 裝 )
NT$560
1.智慧財產權 2.人工智慧 3.文集
588.3407

吳明軒論著全集. 三, 我國司法制度
之變遷 / 吳明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5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456 (精裝) NT$800
1.司法制度 589

軍事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六韜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22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35-9-5 (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0764-08-6 (精裝)
1.六韜 2.注釋 592.0915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孫子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64-19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764-21-5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0764-20-8 (第 1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64-22-2 (第 2 冊:精裝)
1.孫子兵法 2.注釋 592.092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吳子 / 愛新覺羅.
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然文教
基金會, 11005 .-- 27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4-11-6 (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0764-12-3 (精裝)
1.吳子兵法 2.注釋 592.093
地景的刺點 : 從歷史航照重返六十
年前的臺灣 / 黃同弘文 ; 農林航空測
量所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暖暖書屋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出版 :
暖暖書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8 .-- 28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85-0-6 (精裝) NT$1200
1.航照圖 2.林產利用 3.土地利用
592.399
鋼鐵傳奇 : 德意志的沈默艦隊 =
Legend of steel : German U-boat fleet /
黃竣民編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黃竣
民, 11006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70-4 (平裝) NT$1280 .-ISBN 978-957-43-8971-1 ( 精 裝 )
NT$10000
1.艦隊 2.潛水艇 3.軍事史 4.德國
597.77

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集.
2021 第二十九屆 / 國防大學管理學
院資訊管理學系編輯 .-- 臺北市 : 國
防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446-80-2 (上冊:平裝)
NT$500 .-- ISBN 978-986-5446-81-9
(下冊:平裝) NT$500 .-- ISBN 978-9865446-83-3 (中冊:平裝) NT$500
1.國防軍備 2.軍事管理 3.文集
599.07

史地/傳記類
史地總論
史學方法論 / 杜維運著 .-- 十八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5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66-7 (平裝)
1.史學 2.研究方法 603
地理可以很有趣 / 曼羅.里夫(Munro
Leaf)圖.文 ; 陳以庭譯 .-- 新北市 : 韋
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72 面; 23 公分 .-- (知識很有趣系列 ;
2) .-- ISBN 978-986-427-417-8 (精裝)
NT$300
1.地理學 2.通俗作品 609
地圖學原理 / 潘桂成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216-4 (平裝)
1.地圖學 609.2

中國史
用全景地圖學中國史 / 任靈蘭編寫 ;
星蔚時代編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2-811-8 (上冊:
精裝) NT$580 .-- ISBN 978-986-522812-5 (下冊:精裝) NT$580
1.中國史 2.歷史地圖 610
哇,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. 2, 隋朝到
清朝盛世 / 林欣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75-3 (平裝) NT$320
1.中國史 2.歷史故事 610.9
歷史只露半邊臉 : 求仙、殺宰相、
文字獄......血腥中帶著一點搞笑的君
60

臣日常! / 劉緒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02 面; 21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86-1 ( 平 裝 )
NT$380
1.中國史 2.通俗史話 610.9

中國斷代史
黃帝 / 錢穆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東
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2
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ISBN 978-957-19-3276-7 (平裝)
1.中國史 2.上古史 621.15
黃帝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2
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ISBN 978-957-14-7220-1 (精裝)
1.中國史 2.上古史 621.15
奉元宗師毓鋆導讀 : 春秋公羊傳 / 愛
新覺羅.毓鋆講述 ; 陳絅整理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法自
然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535-3-3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06535-5-7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535-7-1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06535-4-0
( 第 1 冊 : 精 裝 ) .-- ISBN 978-98606535-6-4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6535-8-8 (第 3 冊:精裝)
1.公羊傳 2.注釋 621.712
秦漢史 / 錢穆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3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ISBN 978-957-14-7204-1 (精裝)
1.秦漢史 621.9
秦漢史 / 錢穆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東大圖書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33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品精萃) .-ISBN 978-957-19-3274-3 (平裝)
1.秦漢史 621.9
唐朝公主及其婚姻攷論 / 劉向陽, 党
明放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版
社, 11005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30-1-5 (平裝)
1.唐史 2.研究考訂 624.1
明代史 / 孟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0 面;
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54) .-- ISBN
978-986-5541-94-1 (平裝) NT$520
1.歷史 2.明代 626.09

海不揚波 : 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 / 布
琮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8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與現場 ;
302) .-- ISBN 978-957-13-9100-7 (平裝)
NT$380
1.清史 2.海洋 627
清史論集 / 陳捷先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聚焦) .-ISBN 978-957-19-3273-6 (平裝)
1.清史 2.文集 627.007

史研究叢書 ; 2) .-- ISBN 978-98606430-6-0 (全套:平裝) NT$2000
1.民國史 628
學問有道 : 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 /
楊奎松著 .-- 修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
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84
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- ISBN 978986-516-670-0 (平裝) NT$500
1.現代史 2.中國史 3.文集 628.07

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. 晚清卷 / 王建
朗, 黃克武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
臺出版社, 11007 .-- 冊 .-- (中國近代
史研究叢書 ; 1) .-- ISBN 978-98606430-5-3 (全套:平裝) NT$2000
1.晚清史 2.近代史 627.6

中國遠征軍與國際關係 / 王文隆, 許
峰源, 蕭李居, 蕭道中, 應俊豪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政大出版社出版 :
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發行,
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(政大人
文中心遠征軍系列) .-- ISBN 978-98699544-8-8 (平裝) NT$380
1.中日戰爭 2.國際關係 3.戰史
628.5

哇,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. 3, 鴉片戰
爭到甲午戰爭 / 林欣浩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45-3 (平裝) NT$320
1.鴉片戰爭 2.中日戰爭 3.近代史 4.
通俗作品 627.6

毛澤東的大饑荒 : 中國浩劫史 19581962 / Frank Dikötter 著 ; 蕭葉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72 面; 23 公分 .- (歷史大講堂) .-- ISBN 978-957-085887-7 (平裝)
1.中國史 2.飢荒 3.經濟政策 628.74

哇,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學. 4, 戊戌變
法到清朝滅亡 / 林欣浩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51-4 (平裝) NT$320
1.近代史 2.通俗作品 627.6
最後的帝國 : 大清龍旗飄落與民國
崛起的始末 / 金滿樓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旗出版社出版 : 大都會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3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20-3-6
(平裝) NT$380
1.晚清史 627.6
製造中國 : 8 個習以為常的近代中國
關鍵詞 / 比爾.海頓(Bill Hayton)著 ;
林添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
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450 面; 21 公分 .-- (麥田國際 ; 7) .-ISBN 978-626-310-032-9 ( 平 裝 )
NT$450
1.近代史 2.中國史 627.6
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. 民國卷 / 王建
朗, 黃克武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
臺出版社, 11007 .-- 冊 .-- (中國近代

中國文化史
中國歷史精神 / 錢穆著 .-- 四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
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213-3
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14-7214-0 (精
裝)
1.文化史 2.中國 630
從傳奇看唐代社會 / 劉瑛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經典, 11006 .-376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)(新
視野 ; 60) .-- ISBN 978-986-99386-5-5
(平裝) NT$400
1.文化史 2.唐代 634

中國地理
古史地理論叢 / 錢穆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30 面; 21 公分 .-- (錢穆作
品精萃) .-- ISBN 978-957-14-7208-9
(精裝)
1.中國地理 2.歷史地理 669
61

中國地方志
內蒙風物 : 喀喇沁王府的日本女教
習 / 一宮操子著 ; 孫紹岩, 吳麗霞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8 面; 21
公分 .-- (史地傳記類 ; PC1009)(日本
人中國邊疆紀行 ; 4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326-912-0 ( 平 裝 )
NT$360
1.生活史 2.內蒙古自治區 675.4
吃佛 : 從一座城市,窺見西藏的劫難
與 求 生 / 芭 芭 拉 . 德 米 克 (Barbara
Demick)著 ; 洪慧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7 .-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017-6 (平裝) NT$450
1.歷史 2.西藏自治區 676.62
藏蒙旅行記 / 寺本婉雅著 ; 張明傑主
編 ; 洪晨暉, 胡稹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60 面; 21 公分 .-- (史地傳
記類 ; PC0923)(日本人中國邊疆紀
行 ; 3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326-918-2 (平裝) NT$690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西藏自治區 4.
內蒙古自治區 676.669

中國地理類志
中國文化圖典. 1, 歷史名勝篇 / 瀧本
弘之作 ; 趙鴻龍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40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2-39-6 (平裝) NT$450
1.名勝古蹟 2.中國 684

中國遊記
一位中高年生的旅行散記 / 劉先昌
著 .-- 桃園市 : 劉先昌出版 : 秀威資
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銷售,
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61-5 (平裝) NT$360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中國 690

世界史地
歷史可以很有趣 / 曼羅.里夫(Munro
Leaf)圖.文 ; 李珞玟譯 .-- [新北市] :
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72 面; 22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7-416-1 (精裝) NT$300
1.世界史 710
一張地圖秒懂世界史 : 從史前 3000
年到 21 世紀,500+全彩圖綜觀人類
大歷史! / 克里斯穹.葛塔魯(Christian
Grataloup)著 ; 許雅雯翻譯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8 .-6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584-5 (平裝) NT$1200
1.世界史 2.地圖集 711
世界史偵探柯南. 2, 亞特蘭提斯的傳
說 / 青山剛昌原作 ; 山岸榮一, 齋藤
Muneo 漫畫 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58-579-1 (平裝) NT$360
1.世界史 2.文化史 3.漫畫 711
暗殺世界史 : 從 4000 年的暗黑殺手
行動,窺探人性中的陰謀算計,歷史也
因 此 改 變 / 約 翰 . 維 辛 頓 (John
Withington)作 ; 林資香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504 面; 21 公分 .-- (SasugasS ; 15) .-ISBN 978-986-289-582-5 ( 平 裝 )
NT$500
1.世界史 711
不行的旅行 / 豆腐火火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65-9 (平裝) NT$400
1.旅遊 2.旅遊文學 3.世界地理 719

亞洲史地
*逆轉的東亞史. 5 : 非中國視角的東
北, 滿洲國篇 / 劉仲敬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944 (平裝) NT$450
1.歷史 2.民族史 3.東亞 730.1
日本史超圖解 : 快速掌握日本最關
鍵歷史事件 / 鈴木旭著 ; 王榆琮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出版 : 大雁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192 面; 23 公分 .-- (日本入門三部曲 ;

2) .-- ISBN 978-986-5515-72-0 (平裝)
NT$420
1.日本史 731.1
我在日本的 24 hr : 街頭巷尾的常民
生活日誌 / 陳威臣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262 面; 21 公
分 .-- BOD .-- ISBN 978-986-445-473-0
(平裝) NT$350
1.文化 2.風俗 3.社會生活 4.日本
731.3
鬼滅的暗號 / 瀧音能之審訂 ; 黃詩婷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(圓神文叢 ; 300) .-- ISBN 978-986133-770-8 (平裝) NT$300
1.漫畫 2.文化研究 3.文化史 4.日本
731.3

300 面; 24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
名:臺灣歷史拾遺 .-- ISBN 978-98606030-6-4 (平裝) NT$480
1.臺灣史 733.21
台灣歷史珍稀影像 : 1860-1960 戰爭
庶民 風物 / 林陸文, 徐宗懋撰文 .-臺北市 : 新世語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42 面; 30X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59-0-2 (精裝) NT$3800
1.臺灣史 2.照片集 3.清代 4.日據時
期 733.21
走,進城玩一天 / 林佳誼作 ; 林一先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,
110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4-48-9 (精裝) NT$380
1.臺灣史 2.漫畫 733.21

和女兒一起旅行的日子 / 李惠貞, 陳
德諠作 .-- 臺中市 : 維摩舍文教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6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46-2-7 ( 平 裝 )
NT$350
1.遊記 2.書業 3.日本 731.9

我們台灣人 : 台灣國民性探討 / 盧世
祥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化實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06 面; 21
公分 .-- (當代叢書 ; 90) .-- ISBN 978986-06318-5-2 (平裝) NT$350
1.臺灣史 733.21

逃出去、逃回來 / 彭文瑞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(樂活
誌 ; 66) .-- ISBN 978-986-5488-66-6
(平裝) NT$450
1.遊記 2.旅遊文學 3.絲路 4.中亞
734.09

讀新歷史課本有感 / 卜一著 .-- 臺北
市 : 獵海人, 11005 .-- 20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0-0-8 (平裝)
NT$380
1.臺灣史 2.文集 733.2107

新加坡尋寶記 / Ahn Chi Hyeon 文 ;
姜境孝圖 ; 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世界歷史探險 ;
54) .-- ISBN 978-957-658-585-2 (平裝)
NT$320
1.歷史 2.漫畫 3.新加坡 738.71

臺灣史地
臺灣史研究名家論集. 三編 / 尹章義,
林滿紅, 林翠鳳, 武之璋, 孟祥瀚, 洪
健榮, 張崑振, 張勝彥, 戚嘉林, 許世
融, 連心豪, 葉乃齊, 趙祐志, 賴志彰,
闞正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蘭臺出
版社, 11006 .-- 冊 .-- (臺灣史研究名
家論集 ; 3) .-- ISBN 978-986-06430-46 (全套:精裝) NT$30000
1.臺灣研究 2.臺灣史 3.文集 733.09
台湾历史拾遗 / 王伟青着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08 .-62

臺灣總督府檔案 : 原住民族土地目
錄資料彙編 /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
譯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,
11006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14-1 (平裝) NT$620
1.臺灣原住民族 2.土地政策 3.日據
時期 4.臺灣史 733.28
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
第 11 屆 /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
編輯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灣
文獻館, 11005 .-- 54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4-13-4 ( 平 裝 )
NT$400
1.日據時期 2.臺灣史 3.文集
733.28007
籠城之戰 : 1895 年南臺灣六堆客家
火燒庄戰役 / 李文良, 陳瑢真, 戴心
儀作 .-- 初版 .-- 南投市 : 國史館臺灣
文獻館 ; 新北市 : 客家委員會,
11006 .-- 27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4-25-7 (平裝) NT$450
1.臺灣史 2.日據時期 3.客家 4.史料
733.283

白色恐怖歷史現場 : 白色恐怖景美
紀 念 園 區 主 題 展 展 覽 專 刊 = The
historical scenarios of the White Terror
in Taiwan / 宜東文化創意有限公司
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家人
權博物館, 11007 .-- 1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32-334-9 ( 平 裝 )
NT$100
1.白色恐怖 2.政治迫害 3.檔案展覽
733.2931

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89-569-6 (平裝) NT$399
1.臺灣遊記 2.腳踏車旅行 733.69

快官 / 張稚宗 VALE, 張于宗 TINO
圖 ; 謝金色文 .-- 初版 .-- 彰化市 : 張
苑絲出版, 11005 .-- 1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06-3 (精裝)
1.地名 2.繪本 3.臺灣 733.37

海山大觀 : 海山學研究中心簡介 =
Center for Haishan research / 洪健榮,
林炯任, 林佩欣, 蔡宗穎, 陳東昇, 李
岫珊, 郭昶欣, 劉濟寬, 張柏宥, 鐘文
志, 葉泓緯, 陳重安, 蔡孟全, 陳曄, 蔡
博晏, 王亭鈞, 邱靖雅, 張以璇, 黃嵩
清, 蕭策友, 李冠佑撰稿 .-- 新北市 :
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,
11007 .-- 9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802-5-1 (平裝)
1.鄉土文化 2.人文地理 3.新北市 4.
桃園市 733.9/103.4

好吃的台灣冰 / 江明麗文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日幸福事業有限公
司出版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天空
Sky ; 6) .-- ISBN 978-986-06658-0-2
(平裝) NT$400
1.臺灣遊記 2.冰 733.6
跟著課本去旅行 / 親子天下編輯部
作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(學習與教育) .-- ISBN 978-626305-017-4 (平裝) NT$400
1.臺灣遊記 2.中小學教育 733.6
臺灣名勝舊蹟誌 / 闞正宗導讀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67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00-30-3 (精裝) NT$2500
1.名勝古蹟 2.臺灣 733.6
樂活福爾莫莎 / 葉民松著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葉民松發行 ; 臺北市 : 三民
書局總經銷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名松文集 ; 19) .-- ISBN 978957-43-8973-5 (平裝) NT$280
1.臺灣遊記 733.6
旅途中遇見教堂 / 蔡尚志文.攝影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
限公司出版 ; 新北市 : 聯合發行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61-7 (平
裝) NT$380
1.臺灣遊記 2.教堂 733.69
單車輕旅 : 自由自在的一日小旅行 /
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
新北地圖繪本 : 新北市,我的家,29 區
攏佇遮! / 陳鵬宇, 曾映霖, 簡妤珊
繪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, 11006 .-72 面; 3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31-4 (精裝)
1.地圖 2.繪本 3.新北市
733.9/103.35

米倉尋寶記 / 花芷盈文 ; 黃士豪, 胡
拯亦, 方品崴, 黃敬恆, 陳芊瑜, 賀曾
敬洋圖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八里區米
倉國民小學, 11006 .-- 18 面; 21X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36-9 (精
裝) NT$500
1.人文地理 2.風物志 3.繪本 4.新北
市八里區 733.9/103.9/103.4
溪遊生活 : 桃園大溪的新生活紀事 /
陳倩慧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立
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, 11006 .-- 112
面; 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5463-80-9 (平裝) NT$300
1.人文地理 2.文化資產 3.文化保存 4.
桃園市大溪區 733.9/109.9/107.4
水陸興替.交通大溪 / 陳皇志, 陳家豪,
許志成作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
立大溪木藝 生態博 物館 , 11005 .-1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63-72-4 (精裝)
1.交通史 2.桃園市大溪區
733.9/109.9/107.57
新竹縣志續修. 卷七, 教育志 =
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
HsinChu County / 鄭瑞明, 許進發, 蕭
景文撰稿 ; 張勝彥總編纂 .-- 初版 .-新竹縣竹北市 :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,
11006 .-- 4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1-83-0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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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方志 2.新竹縣

733.9/111.1

新竹縣志續修. 卷六, 經濟志 =
Continued redaction chronicle of
HsinChu County / 張靜宜, 莊天賜, 莊
建華, 王俊昌, 曾國棟, 楊護源撰稿 ;
張勝彥總編纂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竹
北市 :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, 11006 .-6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21-82-3 (精裝)
1.方志 2.新竹縣 733.9/111.1
PLUS 19 台灣溫泉鄉 = 19 Guguan hot
spring / 樸實創意策劃執行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交通部觀光局, 11005 .-1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95-4 (平裝) NT$200
1.溫泉 2.人文地理 3.臺中市和平區
733.9/115.9/123.4
菜市.台南 / 陳薔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2-9140-4 (平裝) NT$360
1.人文地理 2.市場 3.臺南市
733.9/127.4
臺南學 : 水文篇 / 吳昭明作 .-- 初
版 .-- 臺 南 市 :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,
11006 .-- 16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32-0-4 (平裝) NT$840
1.人文地理 2.河川 3.臺南市
733.9/127.4

歐洲史地
大不列顚小怪癖 / 讀者太太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Across ; 53) .-- ISBN 978-95713-9048-2 (平裝) NT$350
1.社會生活 2.文化史 3.英國 741.3
Bonjour!安古蘭 : 前進法國漫畫小鎮 :
就算不會說法語,只要會畫畫就沒問
題! / Pam Pam Liu 作 .-- 初版 .-- [臺北
市] : 四塊玉文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0-79-4 (平裝) NT$320
1.遊記 2.法國安古蘭 742.89
現代希臘史 : 希臘專家寫給所有人
的國家傳記 / 羅德里克.比頓
(Roderick Beaton)著 ; 嚴麗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432 面; 21 公

分 .-- (漫遊歷史 ; 24) .-- ISBN 978986-0734-62-1 (平裝) NT$480
1.希臘史 749.51

美洲史地
諸神的足跡 : 失落文明大解密 / 葛瑞
姆.漢卡克(Graham Hancock)著 ; 潘恩
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512
面; 23 公分 .-- (Fantastic ; 26) .-- ISBN
978-986-0734-60-7 (平裝) NT$620
1.文化史 2.文明史 3.美國 752.3
千年拉丁美洲 : 白銀、刀劍、石頭
的殖民苦難,史上最大文明衝突與種
族文化大滅絕 / 瑪利.阿拉納(Marie
Arana)著 ; 楊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544 面; 21 公分 .-- (歷史
與現場 ; 300) .-- ISBN 978-957-138981-3 (平裝) NT$650
1.歷史 2.拉丁美洲 754.1

傳記
*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. 1, 創新!愛迪
生(點亮全世界的發明大王) / 吉田健
二漫畫 ; 黃瀞瑤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527-0 (精裝)
1.愛迪生(Edison, Thomas A., 18471931) 2.傳記 3.漫畫 781.08
*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. 2, 熱情!貝多
芬(克服耳聾殘疾的偉大音樂家) / 迎
夏生漫畫 ; 黃瀞瑤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1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528-7 (精裝)
1.貝多芬(Beethoven, Ludwig van,
1770-1827) 2.傳記 3.漫畫 781.08
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. 3, 挑戰!萊特
兄弟(實現人類翱翔天空的夢想) /
Takahashi Mamoru 漫畫 ; 黃瀞瑤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2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84-529-4 (精裝)

1.萊特(Wright, Orville, 1871-1948) 2.
萊特(Wright, Wilbur, 1867-1912) 3.傳
記 4.漫畫 781.08
能靜居日記 / (清)趙烈文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冊 .-- (中國史學叢書) .-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手寫本 .-- ISBN
978-957-15-1857-2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6000
1.傳記 782.874
天上狼煙 : 一位抗戰老兵、王牌飛
行員的生死傳奇 / 尹世林, 張中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龍視界,
11007 .-- 340 面; 23 公分 .-- (龍視界 ;
VHD05) .-- ISBN 978-986-06309-1-6
(平裝) NT$460
1.王延洲 2.傳記 3.中日戰爭
782.882
1989-2021 : 我所經歷的中國海外民
運三十年 / 秦晉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新銳文創, 11005 .-- 300 面; 21 公
分 .-- (血歷史 ; 200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5540-45-6 ( 平 裝 )
NT$390
1.秦晉 2.民主運動 3.回憶錄
782.887
十七歲的獠牙 : 我的少年心史、人
物誌與新浮生六記 / 楊典著 .-- 初
版 .-- 苗栗縣竹南鎮 : 木果文創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(Creat_經典 ; 3) .-- ISBN 978-98699576-3-2 (精裝) NT$580
1.楊典 2.自傳 3.中國 782.887
血書 : 信仰、矛盾與衝撞,北大才女
林昭追求自由的征途 / 連曦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 (歷史. 中國史) .-- ISBN 978-957-053334-7 (平裝) NT$480
1.林昭 2.傳記 3.中國 782.887
馬敘倫自述 : 我在六十歲以前 / 馬敘
倫原著 ; 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新銳文創, 11006 .-- 182 面; 21 公
分 .-- (血歷史 ; 201) .-- BOD .-- ISBN
978-986-5540-47-0 (平裝) NT$240
1.馬敘倫 2.傳記 782.887
獄中獄與獄外獄 / 徐文立, 賀信彤
著 .-- 臺北市 :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921-8-2 (平裝)
NT$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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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徐文立 2.政治犯 3.傳記 4.中國
782.887
生而為人,我很抱歉 : 太宰治 / 愛生
活編輯部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風
文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27-9-9
(平裝) NT$180
1.太宰治 2.作家 3.傳記 4.日本
783.18
自來水哲學 : 松下幸之助經營的藝
術 / 展嘯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
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76 面; 21
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59) .-- ISBN
978-986-5541-99-6 (平裝) NT$480
1.松下幸之助 2.企業家 3.傳記 4.日
本 783.18
有夢想,就有力量 : 本田宗一郎經營
的藝術 / 蘭濤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
華夏出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76 面;
21 公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62) .-- ISBN
978-986-0799-02-6 (平裝) NT$480
1.本田宗一郎 2.企業家 3.傳記 4.日
本 783.18
阿米巴哲學 : 稻盛和夫經營的藝術 /
展嘯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76 面; 21 公
分 .-- (Sunny 文庫 ; 160) .-- ISBN 978986-0799-00-2 (平裝) NT$480
1.稻盛和夫 2.企業家 3.傳記 4.日本
783.18
*國分直一與臺南 : 不是灣生的灣生
/ 劉益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
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臺南市政府
文化局, 11005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4-41-0 ( 平 裝 )
NT$480
1.國分直一 2.傳記 3.考古學 4.民俗
學 783.18
與希林攜手同行 / 是枝裕和著 ; 呂宜
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84
面; 19 公分 .-- (Source ; 31) .-- ISBN
978-986-235-985-3 (平裝) NT$480
1.樹木希林 2.演員 3.傳記 783.18
不設限的履歷 : 15 個職場生命故事 /
張捷作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愛盲基
金會數位出版處, 11006 .-- 32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8176-7-8 (平
裝) NT$380

1.臺灣傳記 2.人物志 3.視障者
783.32
用心創新 : 站在世界舞台上 / 王麗娟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宏津數位科技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38 面; 23 公分 .- (產業人物 ; A005) .-- ISBN 978-98689590-4-0 (平裝) NT$420
1.臺灣傳記 2.科技業 3.人物志
783.32
大井頭畫海報 : 顏振發與電影手繪
看板 / 王振愷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(藝臺灣 ;
9) .-- ISBN 978-986-508-104-1 (平裝)
NT$500
1.顏振發 2.臺灣傳記 3.海報設計
783.3886
大地情懷 : 捷運、地質、陽光三重
奏 : 闕河淵回憶錄 / 闕河淵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闕河淵, 11005 .-- 28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554 (平裝) NT$400
1.闕河淵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以愛為名 : 醫師的行旅 / 許詩典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帕斯頓數位多媒
體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3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628-53-3 (平裝)
NT$350
1.許詩典 2.醫師 3.自傳 783.3886
吾生有涯知無涯 : 宗泰集團創辦人
余宗柏奮鬥史 / 余宗柏口述 ; 張傳瑄
採訪彙編 .-- 花蓮縣吉安鄉 : 財團法
人宗泰文化 藝術基 金會 , 11007 .-12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6739-1-5 (精裝) NT$600
1.余宗柏 2.企業家 3.臺灣傳記
783.3886
形而上、虛無主義 非理性的世界 :
青年丙丁思想漂浪之旅日誌 / 林丙
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
事業網, 11006 .-- 37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9267-97-7 ( 平 裝 )
NT$380
1.林丙丁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杏林春暖,師意芬芳 / 陳映璿編 .-- 臺
中市 : 必中出版社, 11006 .-- 179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380-3-0
(精裝) NT$500
1.潘豐泉 2.臺灣傳記 3.文集
783.3886

那些廚房教我的事 : 放牛班五星主
廚的廚味人生 / 謝宜榮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5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(People ; 36) .-- ISBN 978-986-0734-768 (平裝) NT$390
1.謝宜榮 2.自傳 3.臺灣 783.3886
我是傳奇 : 我不是聖人,我是剩下來
的人及人生之旅 / 李淵洲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64-2 (平裝) NT$350
1.李淵淵 2.傳記 783.3886
李登輝秘錄 / 河崎真澄著 ; 龔昭勳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
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01-950-8 (平裝) NT$380
1.李登輝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*吳經國先生在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
的大事年表 / 謝鶯興編輯 .-- 臺中市 :
東海大學圖書館, 11005 .-- 73 面; 21
公分 .-- (圖書館主題特展 ; 1) .-ISBN 978-957-548-088-2 (線裝)
1.吳經國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昨天太小,明天太老,今天跑步正好 :
60 歲的曾文誠,勇敢征服 226 超級鐵
人三項的人生跑者 / 曾文誠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堡壘文化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入魂 ; 9) .-- ISBN 978-98606513-6-2 (平裝) NT$320
1.曾文誠 2.三項運動 3.自傳 4.臺灣
783.3886
香港的回憶 / 鄭永常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60 面; 23 公分 .-- (文化生
活叢書 ; 1300007) .-- ISBN 978-986478-467-7 (平裝) NT$500
1.傳記 2.香港特別行政區 783.3886
袁健生先生訪問紀錄 / 張力, 周素鳳
訪問 ; 張力, 周素鳳, 曾冠傑紀錄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
研究所, 11005 .-- 190 面; 21 公分 .-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
叢書 ; 107) .-- ISBN 978-986-0755-725 (精裝)
1.袁健生 2.臺灣傳記 3.訪談
783.3886
堅毅之路 : 吳敦義 / 吳敦義口述 ; 楊
艾俐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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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448 面 ; 21 公 分 .-- ( 社 會 人 文 ;
BGB508) .-- ISBN 978-986-525-187-1
(精裝) NT$650
1.吳敦義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滄桑回顧錄 / 周紹賢, 周復漢著 .-臺中市 : 周振泰 :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
有限公司製作銷售, 11005 .-- 44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4-8
(精裝) NT$500
1.周紹賢 2.回憶錄 783.3886
領航 : 永懷心中的巨人翁石貴先生 /
江連君編撰 .-- 初版 .-- 嘉義縣義竹
鄉 :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,
11006 .-- 11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46-0-7 (平裝)
1.翁石貴 2.臺灣傳記 783.3886
鍾肇政的臺灣關懷 / 周錦宏, 鍾延威,
王保鍵主編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國立
中央大學出版中心, 遠流出版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659-39-4 (平裝)
NT$600
1.鍾肇政 2.臺灣傳記 3.文集
783.3886
鱟江隨筆 : 林水木退思錄 / 林水木口
述 ; 碧菡執筆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 林
水木, 11007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64-6 ( 平 裝 )
NT$360
1.林水木 2.回憶錄 3.臺灣 783.3886
華爾街裡的數學鬼才 : 從愛德華.索
普到詹姆斯.西蒙斯創造的量化交易
神話 / 史考特.派特森(Scott Patterson)
著 ; 盧開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77-5 (平裝) NT$480
1.傳記 2.定量分析 784.21
*成為西蒙波娃 / 凱特.寇克派翠(Kate
Kirkpatrick)作 ; 張葳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衛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528 面; 21 公分 .- (衛城 Beyond ; 23) .-- ISBN 978-98606518-1-2 (平裝) NT$580
1.傳記 2.學術思想 3.法國 784.28
漫畫版世界偉人傳記. 4, 毅力!居禮
夫人(第一位女性諾貝爾獎得主、物
理化學雙得主) / 小林可多入漫畫 ;
黃瀞瑤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30-0 (精
裝)
1.居禮(Curie, Marie, 1867-1934) 2.傳
記 3.漫畫 784.28
微物世界 : 安東尼.范.雷文霍克的故
事 / 蘿瑞.亞歷山大作 ; 薇薇安.米丹
柏格繪 ; 齊若蘭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字
畝文化, 11007 .-- 98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4-12-1 ( 精 裝 )
NT$400
1.雷文霍克(Leeuwenhoek, Antoni van,
1632-1723) 2.傳記 3.微生物學
784.728
*我的奮鬥. 2, 戀愛中的男人 / 卡爾.
奧韋.克瑙斯高(Karl Ove Knausgård)
著 ; 康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630 面; 21 公分 .-- (木馬文
學 ; 153) .-- ISBN 978-986-359-970-8
(平裝) NT$480
1.諾斯加德(Knausgård, Karl Ove) 2.作
家 3.自傳 4.挪威 784.748
Marilyn Monroe : 風華絕代的瑪麗蓮.
夢露 / 瑪麗亞.艾塞圖.文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
出版行銷業務部發行, 11006 .-- 1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4964 (精裝)
1.夢露(Monroe, Marilyn, 1926-1962) 2.
演員 3.傳記 4.美國 785.28
大鳥博德傳 : 從 NBA 冠軍球員到風
雲教練 = Larry Legend / 馬克.蕭著 ;
趙恬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9-28-0 (平裝)
NT$500
1.博德(Bird,Larry, 1956- ) 2.傳記 3.教
練 4.運動員 5.籃球 6.美國 785.28
我反對! : 美國最惡名昭彰的不恐龍
大法官 RBG 給世人關於愛、自由,
人生及法律的箴言 / 傑佛瑞.羅森
(Jeffrey Rosen)作 ; 朱怡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04 面; 21 公
分 .-- (不歸類 ; 193) .-- ISBN 978-626310-016-9 (平裝) NT$420

1.法官 2.傳記

785.28

攻頂 : 截癱者成功攀登巨岩的冒險
故事 / 馬克.魏爾曼, 約翰.富林著 ; 歐
陽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足智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3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69-29-7 ( 平 裝 )
NT$400
1.魏爾曼(Wellman, Mark(Mark Reid),
1960- ) 2.肢障 3.攀岩 4.傳記 5.美國
785.28
*為了自由 : 一名女奴的奇蹟逃脫故
事 / 哈麗葉特.雅各布斯(Harriet A.
Jacobs)著 ; 郭哲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一起來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光 ; 10) .-- ISBN 978-986-06460-1-6
(平裝) NT$380
1.傳記 2.奴隸社會 3.美國 785.28
華爾街教父回憶錄 / 班傑明.葛拉漢
(Benjamin Graham), 瑪喬 麗 . 賈 尼斯
(Marjorie Janis), 伊萊恩.塞弗(Elaine
Safer)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3 公
分 .-- (Biz ; 365) .-- ISBN 978-9860742-19-0 (平裝) NT$380
1.葛拉漢(Graham, Benjamin, 18941976.) 2.傳記 3.投資分析 4.證券投資
5.美國 785.28
愛,薪火相傳 : 羅慧夫精神永不息 /
台灣顱顏學會著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921-8-5 (平裝) NT$360
1.羅慧夫(Noordhoff, Samuel) 2.醫師 3.
傳記 4.美國 785.28
失控的審判 : 我在關塔那摩的日子 /
穆 罕莫 杜 . 薩 拉 希(Mohamedou Ould
Slahi)著 ; 董文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開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1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權之
聲 ; 7) .-- ISBN 978-986-99872-3-3 (平
裝) NT$400
1.薩拉希(Slahi, Mohamedou Ould) 2.
監獄 3.回憶錄 4.茅利塔尼亞
786.758
芳亭長房二思台公派下開台始祖芳
亭十四世保齊公家譜 / 陳建宏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陳建宏, 11007 .-2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930-8 (精裝) NT$2000
1.陳氏 2.族譜 789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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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考古
我從太空上考古 : 尋找衛星影像裡
的古城,挖掘被掩埋的人類歷史與記
憶 / 莎拉.帕卡克(Sarah Parcak)著 ; 王
翎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82
面; 21 公分 .-- (臉譜書房) .-- ISBN
978-986-235-977-8 (平裝) NT$399
1.考古學 2.遙感探測 3.衛星觀測
790
中東王子的金生金世 : 戴忠仁的國
寶檔案. 3 / 戴忠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 11006 .-- 192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2-277-7
(平裝) NT$380
1.古物 2.文集 790.7
文化密碼 : 亂世藏金,盛世藏玉－中
國玉文化 / 朱怡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崧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8 面; 23 公分 .-- POD 版 .- ISBN 978-986-516-675-5 ( 平 裝 )
NT$450
1.古玉 2.文化研究 3.中國 794.4
敦煌學概要 / 金榮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,
11004 .-- 1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6-385-9 (平裝) NT$360
1.敦煌學 797.9
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影響
沿線歴史文化景觀考古學調查研究
計畫 : 新增歷史文化景觀調查評估
專題研究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政府新
建工程處, 11006 .-- 145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62-33-8 (平裝)
1.考古遺址 2.考古報告 3.新北市
798.8033
沉船外貿瓷 / 張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藝術家出版社, 11006 .-- 175 面;
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2-276-0
(平裝) NT$360
1.海底古物志 2.考古學 3.瓷器
798.9

語言/文學類
語言文字學

閱讀素養即戰力 : 跨越古今文學,提
升閱讀與寫作力的 30 堂故事課 / 高
詩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
文學生 活雜誌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6 .-- 368 面; 23 公分 .-- (Magic ;
26) .-- ISBN 978-986-387-403-4 (平裝)
NT$380
1.漢語教學 2.閱讀指導 3.寫作法
802.03
寫給孩子的成語小百科 / 南門書局
編輯部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門
書局有限公司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491-721-1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732-7
(第 1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491-731-0 ( 第 11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730-3
(第 10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491-729-7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728-0
(第 8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491-727-3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726-6
(第 6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491-725-9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724-2
(第 4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491-723-5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91-722-8
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 .-- ISBN 978986-491-733-4 (全套:平裝) NT$3360
1.漢語 2.成語 3.漫畫 802.183
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
第 32 屆 / 中國文字學會, 國立臺北
教育大學語文與教育學系編 .-- 臺中
市 : 中國文字學會, 國立臺北教育大
學語文與教育學系, 11005 .-- 635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32-1-0
(平裝) NT$1000
1.漢語 2.中國文字 3.文集 802.207
全面實用成語辭典 / 世一文化字典
編輯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世一
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8 .-1472 面; 19 公分 .-- (成語辭典 ; 10) .- ISBN 978-986-193-934-6 (精裝)
1.漢語詞典 2.成語 802.35
*韻鏡 / (宋)張麟之校正刊行 ; (宋)張
慶元重刊 ; 曾櫳震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
縣竹東鎮 : 曾櫳震, 11005 .-- 7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0-0
(平裝) NT$150
1.聲韻學 2.漢語 802.4

河洛語造句集 / 洪國良著 .-- 高雄市 :
洪國良, 11006 .-- 37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78-0 (第 1 冊:平裝)
NT$560
1.閩南語 2.詞典 802.52323
臺灣客語語法結構變異新論 / 賴文
英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國立陽明交
通大學出版社, 11006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(客家與族群系列) .-- ISBN
978-986-5470-04-3 (平裝) NT$400
1.客語 2.語言學 3.語言分析
802.5238
[國民營事業]國文(論文寫作) / 黃淑
真, 陳麗玲編著 .-- 第十四版 .-- 新北
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88-4 (平裝)
1.漢語 2.作文 802.7
國文 / 高朋, 尚榜編著 .-- 第十七版 .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84-6 (平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
國文(歷年試題+模擬考) / 邱鉦倫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4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63-1 (平
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
國文完全攻略 / 李宜藍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16 面; 26 公分 .-四技二專 .-- ISBN 978-986-520-462-4
(平裝)
1.漢語 2.讀本 802.8
印 尼 人 的 實 用 中 國 話 = Bahasa
Mandarin Yang Sehari-Hari Dipakai
Oleh Orang Indonesia / 陳玉順編著 .-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智寬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(外語學習系列 ; A024) .-- ISBN 978986-99111-3-9 (平裝) NT$350
1.漢語 2.讀本 802.86
菲 律 賓 人 學 中 文 = Pag-aaral ng
Chinese ng Pilipino / 智寬文化編輯團
隊編著 .-- 第二版 .-- 新北市 : 智寬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3
公分 .-- (外語學習系列 ; A025) .-ISBN 978-986-99111-4-6 ( 平 裝 )
NT$350
1.漢語 2.讀本 802.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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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日語好流行!日本人聊天必說流行
語 / Aikoberry, 菅原朋子, 平松晋之
介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圖
書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18-0 (平裝)
NT$280
1.日語 2.詞彙 803.12
精 修 日 本 語 10000 字 辭 典 :
N1,N2,N3,N4,N5 單字辭典 / 吉松由
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惠子, 小池直子
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72 面; 21 公
分 .-- (山田社日語 ; 52) .-- ISBN 978986-246-619-3 (25K 平裝附光碟片)
NT$629
1.日語 2.詞典 803.132
你以為你懂,但其實你不懂的日語文
法 Q & A = 知ってるつもりが知ら
なかった日本語文法 / 目白 JFL 教
育研究会編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市 : 想
閱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
公分 .-- (語學 ; 1) .-- ISBN 978-98697784-7-3 (平裝) NT$350
1.日語 2.語法 803.16
你最需要的日語基礎文法課 / 何欣
俞執行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
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67-0 (平
裝)
1.日語 2.語法 803.16
初學者輕鬆上手日語自他動詞 / DT
企劃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
圖書有限公司, 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10-822-7 (平裝) NT$380
1.日語 2.動詞 803.165
基礎日本語副詞(大字清晰版 ) / 趙
福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版
圖書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7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19-7 (平
裝) NT$300
1.日語 2.副詞 803.166
一天五分鐘搞定日語會話 / 雅典日
研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15
公分 .-- (全民學日語 ; 61) .-- ISBN
978-986-06463-1-3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299
1.日語 2.會話 803.188
インカ老師說故事 : おもしろい昔
話 / 孫寅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84
面; 26 公分 .-- 手機版 .-- ISBN 978986-0754-07-0 (上冊:平裝) NT$400
1.日語 2.讀本 803.189
心智圖絕對合格全攻略!新制日檢
N2 必背必出文法 / 吉松由美, 西村
惠子, 大山和佳子, 山田社日檢題庫
小組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8 面;
21 公分 .-- (絕對合格 ; 35) .-- ISBN
978-986-246-617-9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54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絕對合格!日檢分類單字 N4 測驗問
題集 / 吉松由美, 田中陽子, 西村惠
子, 千田晴夫, 山田社日檢題庫小組
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6 面; 26
公分 .-- (日檢滿點 ; 2) .-- ISBN 978986-246-618-6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34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新日檢 N2 單字王 = The key words
for JLPT N2 / 佐藤生, 希伯崙編輯團
隊作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0 面; 17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1-559-5 (平裝)
1.日語 2.詞彙 3.能力測驗 803.189
穩紮穩打!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N4 文
法 = Japanese-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
/ 目白 JFL 教育研究会編著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屏東市 : 想閱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- (N4
系列. 文法) .-- ISBN 978-986-97784-66 (平裝) NT$520
1.日語 2.語法 3.能力測驗 803.189
實境式照單全收!圖解韓語單字不用
背 / 朴芝英著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
出版社, 11007 .-- 35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4-163-8 ( 平 裝 )
NT$599
1.韓語 2.詞彙 803.22
韓語自學力 : 給你觀念、方法、資
源、文法筆記,自學韓文就這麼容易!
/ 阿敏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(EZ Korea ; 33) .-ISBN 978-986-248-995-6 ( 平 裝 )
NT$350
1.韓語 2.語法 803.26

TOPIK 韓檢(中級)必備單字+文法 /
雅典韓研所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雅典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7 .-352 面; 17X19 公分 .-- (雅典文化) .-ISBN 978-986-06463-0-6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299
1.韓語 2.詞彙 3.語法 4.能力測驗
803.289

Bax, Sathena H. C. Chan, 黃恆綜, 張武
昌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灣大
學出版中心出版 : 國立臺灣大學發
行, 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人文
社會叢書 ; 13) .-- ISBN 978-986-350460-3 (平裝) NT$470
1.英語 2.能力測驗 3.全民教育 4.文
集 5.臺灣 805.107

菜根香臺語文雜誌叢刊(合訂本) / 楊
國顯編著 .-- 高雄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
11008 .-- 100 面; 20 公分 .-- (菜根社
系列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6169-64-9
(平裝)
1.臺語 2.讀本 803.38

7000 單字 / Tong Weng 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凱信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
理顧問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0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1-2-7 (平
裝) NT$59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
吳老師越南語拼音教程 / 吳陽春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吳陽春,
11005 .-- 87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897-4 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
NT$480
1.越南語 2.拼音 3.發音 803.794

玩遊戲學英文單字 : 每天 10 分鐘,輕
鬆教出雙語小寶貝 / 蘇菲亞著 .-- 新
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5 .-- 112 面;
26 公分 .-- (兒童英語 ; 2) .-- ISBN
978-986-5544-25-6 (第 1 冊:平裝附光
碟片) NT$34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
越 南 語 發 音 入 門 = Càch phàt âm
trong tiếng Việt / 陳凰鳳編著 .-- 第
二版 .-- 新北市 : 統一出版社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(越語
學習系列 ; VD20) .-- ISBN 978-98699369-4-1 (平裝) NT$500
1.越南語 2.發音 803.7941
西語 Uno : 10 堂課學西語,輕鬆、有
趣、無負擔 / 孫艾雯, 吳華君著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睿科管理顧問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9-0-3 (平裝)
1.西班牙語 2.讀本 804.78
英語如何成為世界通用語言? : 全球
應用語言學權威克里斯托,解析英語
的崛起、自滿與危機 = English as a
global language / 克 里 斯 托 (David
Crystal)著 ; 鄭佳美, 林素朱譯 .-- 四
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貓頭鷹書房 ; 31) .-- ISBN
978-986-262-490-6 (平裝) NT$420
1.英語 2.全球化 805.1
全球在地化在英語檢定測驗的體現 :
「 全 民 英 檢 」 = General English
proficiency test : realizing glocalization
in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ing /
沈冬, 吳若蕙, 李乃欣, 金韶, 廖秀育,
李欣芸, 林君文, 李佳隆, 吳怡芬,
Antony J. Kunnan, Nathan Carr, Steph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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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語字彙力 : 用 1400 個詞彙打造精
準溝通力 / Chris Lele, Magoosh 學習
集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
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16 面;
23 公分 .-- (EZ talk) .-- ISBN 978-986248-994-9 (平裝) NT$460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核心英文字彙力 2001~4500 / 丁雍嫻,
邢雯桂, 盧思嘉, 應惠蕙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562 面; 26 公分 .-- (英語
Make me high 系列) .-- ISBN 978-95714-7200-3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格林法則魔法學校二部曲 : 六大名
師打造 格林法則公職英文單字魔法
書 高考、普考、特考、銀行、國營
事業滿分神之捷徑,一考就上 / 黃宏
祿, 魏延斌, 楊智民, 廖柏州, 林麗英,
陳冠名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凱信
企業集團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5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41-1-0 (平裝) NT$599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進階英文字彙力 4501~6000 / 丁雍嫻,
邢雯桂, 盧思嘉, 應惠蕙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38 面; 26 公分 .-- (英語
Make me high 系列) .-- ISBN 978-95714-7201-0 (平裝)

1.英語 2.詞彙

805.12

輕鬆學&忘不了!告別死記硬背 : 圖
解英文字彙 / 刀祢雅彦著 ; 河南好美
繪 ; 陳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870 (平裝)
1.英語 2.詞彙 805.12
國中小 1200 字英文字典 / 張耀仁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3
公分 .-- (QR Code+MP3 版) .-- ISBN
978-986-5500-67-2 (平裝附光碟片)
1.英語 2.字典 805.132
臺 灣 雙 語 調 音 首 冊 = MI® tuning
handbook / 李佳蒨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雙語無法黨, 11006 .-- 23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8-04 (精裝) NT$330
1.英語 2.發音 805.141
心智圖神奇記憶初級英文文法 /
Alex Rath, Yang Wei-Xin 著 ; 謝右, 丁
宥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1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18-6
(25K 平裝)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擺脫菜英文!10 天速學高中英語 / 岡
田順子著 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404 (平裝) NT$340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擺脫菜英文!7 天速學國中英語 / 岡
田順子著 ; 陳琇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398 (平裝) NT$340
1.英語 2.語法 805.16
Fun 學美國各學科 Preschool 閱讀課
本 = American school textbook reading
key preschool. 1, 動詞篇(寂天隨身聽
APP 版 ) / Michael A. Putlack, eCreative Contents 著 ; 歐寶妮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8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0-020-9 (菊 8K 平裝)
1.英語 2.動詞 805.165
寫給學了 174 次都學不會英文句型
的 人 們 / 塔 妮 莎 . 秋 恩 朋 (Thanisa
Choombala)著 ; 林璟玟譯 .-- 初版 .--

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 512 面; 17X1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7-164-7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79
1.英語 2.句法 805.169
中級英文寫作贏戰攻略 : 全民英檢/
學測作文必修 / 孫雅玲, Sheng-chieh
Jeff Chang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語
言工廠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63-803 (平裝)
1.英語 2.寫作法 805.17
英文研究論文寫作 : 搭配詞指引 / 廖
柏森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8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80-0 (平
裝) NT$550
1.英語 2.論文寫作法 805.175
ABC 英語故事袋. 伊索寓言篇 / 希伯
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8
面; 21 公分 .-- 擴編版 .-- ISBN 978986-441-558-8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全方位英文總複習(A 版) / 李碧玉等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51-6 (平
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看聖經學英語 : 上帝的祝福 =
Learning english with the bible / 希伯
崙編輯團隊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
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441-569-4 (平裝) NT$1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看影片學英語 : 用英語去旅行 / 王琳
詔總編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64-9 (平
裝) NT$399
1.英語 2.旅遊 3.讀本 805.18
國民營英文 / 劉似蓉編著 .-- 第十六
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608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487-7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教你讀懂理工英語 : 完整剖析生物、
化學、物理英語 / 李家同, 周照庭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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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8 面; 26
公 分 .-- (Linking English) .-- ISBN
978-957-08-5875-4 (平裝)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
五個單字開口說英語 : 最簡單的生
活會話 / 張瑩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捷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82 面; 23 公分 .-- (原來如
此 ; E249) .-- ISBN 978-986-5507-68-8
(平裝附光碟片)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用簡單生活英語遠距溝通 ZOOM In
/ 李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山田社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32 面;
21 公分 .-- (每天學點 ; 8) .-- ISBN
978-986-246-620-9 (25K 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25
1.英語 2.會話 3.句法 805.188
全 圖 解 .24 小 時 . 英 語 會 話 速 成 /
Proud publisher editorial 著 ; 梁震牧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68 面; 17X19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7-162-3 ( 平 裝 )
NT$379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全圖解、10 倍速英語會話 / Proud
publisher editorial 著 ; 林璟玟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1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7-161-6 (平裝) NT$399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彩圖實境旅遊英語(寂天雲隨身聽
APP 版) = Traveling with English / P.
Walsh 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-0193 (20K 平裝)
1.英語 2.旅遊 3.會話 805.188
輕鬆學會美國口語 / 蘇盈盈著 .-- 新
北市 : 哈福企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224 面; 21 公分 .-- (英語系列 ; 72) .-ISBN 978-986-06114-3-4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30
1.英語 2.口語 3.會話 805.188
寫給學了 174 次都學不會英語會話
的 人 們 / 塔 妮 莎 . 秋 恩 朋 (Thanisa
Choombala), 婫拉媞妲. 侖 樂昂葛 雅
(Kunlathida Rungrueangkiat)著 ; 梁震
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富文化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17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407-163-0 (平裝附光碟
片) NT$379
1.英語 2.會話 805.188

- ISBN 978-986-454-160-7 ( 平 裝 )
NT$45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
IELTS 高點 : 雅思制霸 7.0+字彙通 /
Quentin Brand 作 ; 戴至中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波斯納出版有限公司,
11008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66-5-2 (平裝) NT$640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考試指
南 805.189

一本搞定 高分過關!GEPT 新制全民
英檢中高級 5 回必勝模擬試題+詳解
(初試+複試) : 詳解本 / 賴世雄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8 面; 26 公
分 .-- ( 常 春 藤 全 民 英 檢 系 列 ;
GNL02) .-- ISBN 978-986-99775-9-3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6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
四技二專統測歷屆英文試題完全解
析-詳解本. 110 年版 / 賴世雄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常春藤有聲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64 面; 26 公
分 .-- (常春藤升科大四技二專系列 ;
IA02-110) .-- ISBN 978-986-06662-0-5
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20
1.英語 2.問題集 805.189
完全 T1 手冊 : 雅思圖表寫作全解 /
吳耀齡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印
書館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44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4-62-4
(平裝) NT$400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作文
805.189
雅思口說聖經 / Amanda Chou 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(考用英語系列 ; 32) .-- ISBN 978-98606095-3-0 (平裝附光碟) NT$460
1.國際英語語文測試系統 2.考試指
南 805.189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中高級寫
作&口說題庫解析 / 郭文興, 許秀芬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出版
社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4-159-1 (平裝) NT$320
1.英語 2.作文 3.讀本 805.1892
NEW GEPT 全新全民英檢初級寫作
&口說題庫解析 /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
會, 郭文興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
際學村出版社, 11007 .-- 256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4-162-1 (平
裝附光碟片) NT$320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NEW GEPT 新制全民英檢初級寫作
&口說題庫大全 : 完整 10 回試題,掌
握最新出題趨勢 / 國際語言中心委
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
村出版社, 11005 .-- 356 面; 23 公分 .-

怪物講師教學團隊的 GEPT 全民英
檢中級初試 10 回模擬試題+解析 /
怪物講師教學團隊(臺灣)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我識出版教育集團-不
求人文化, 11006 .-- 62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92-3-1 (平裝附光
碟片) NT$44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專業全民英檢初級初試考古題.題庫
實用寶典 / 莊明豐總編輯 .-- 八版 .-臺中市 : 專業全民英檢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3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765-36-1 ( 平 裝 )
NT$480
1.英語 2.問題集 805.1892
超高分!全民英檢中高級模擬測驗題
庫(初試複試) / 何依.菲利普著 .-- 新
北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6 .-- 224 面;
26 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5) .-- ISBN
978-986-5544-27-0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超高分!全民英檢初級模擬測驗題庫
(初試複試) / 馬格.保羅基著 .-- 新北
市 : 布可屋文化, 11006 .-- 256 面; 26
公分 .-- (英檢系列 ; 3) .-- ISBN 978986-5544-26-3 ( 平 裝 附 光 碟 片 )
NT$399
1.英語 2.讀本 805.1892
TOEFL 托福文法與構句. 前冊 / 李英
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李昭儀出
版 ;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經銷代理, 11006 .-- 2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875-2 ( 平 裝 )
NT$400
1.托福考試 2.語法 805.1894
心智圖歸納聯想 TOEIC 必考 3,000
字 /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編輯團隊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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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3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1-568-7 (平裝)
1.多益測驗 2.詞彙 805.1895

文學
寫出你的村上春樹 FU / 中村邦夫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出版
社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36-76-3 (平裝)
1.寫作法 811.1
寫作吧!一篇文章的生成 / 蔡淇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43-7
(平裝) NT$320
1.寫作法 811.1
通俗與經典化的互現 : 民國初年上
海文藝雜誌翻譯研究 / 葉嘉著 .-- 新
北市 :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學術
出版部出版 :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31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437-190-7 ( 平 裝 )
NT$780
1.翻譯學 2.論述分析 811.7
雖然血淚,我還是喜歡翻譯 : 我的書
桌、女兒、老狗,還有那些在工作上
療癒我的日本大作家 / 權南姬著 ; 李
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羅
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6 .-- 272 面; 19 公分 .-- (MI ;
1038) .-- ISBN 978-986-5509-94-1 (平
裝) NT$340
1.翻譯 811.7
卡耐基演講藝術 / 戴爾.卡耐基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布拉格文創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2-6-6 (平裝)
1.演說術 2.說話藝術 811.9
圈粉百萬的故事法則 : 會說故事的
人,先成功!美國演說女王教你用十個
簡單祕訣抓住聽眾 / 唐娜.諾里斯著 ;
楊雯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
廣廈有聲圖 書有限 公司 , 11007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0501-1 (平裝) NT$299
1.說故事 2.演說術 811.9
場景設定靈感辭典 = Dictionary of
contemporary Japanese scene setting /

株式会社ライブ作 ; 徐承義, 黃詩婷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昇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1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-500-9 (平
裝) NT$680
1.小說 2.寫作法 812.71
李家同閱讀筆記 : 聊電影聊小說聊
好書 / 李家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14-9 (平裝) NT$380
1.小說 2.電影 3.文學評論 812.8
世界童話故事 / 禹田改寫 .-- 三版 .-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16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773-00-2 (平裝)
NT$220
815.96

中國文學
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 / 陳國球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0 面;
21 公分 .-- (知識叢書 ; 1100) .-- ISBN
978-957-13-9003-1 (平裝) NT$600
1.中國文學 2.抒情文 3.文學評論
820.7
民國時期中學生的新文學接受研究 /
羅執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
出版社, 11005 .-- 422 面; 21 公分 .-(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. 11) .-ISBN 978-986-314-553-0 ( 平 裝 )
NT$520
1.中國文學 2.現代文學 3.中學生
820.908
胡適 :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/ 胡適著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16 面; 19 公分 .- (掌中書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522847-7 (平裝) NT$260
1.胡適 2.學術思想 3.白話文運動
820.908
新文學運動史(中譯本) / 文寶峰原
著 ; 李佩紋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
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250 面; 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
PC0986)(文學視界 ; 128) .-- BOD 版 .- ISBN 978-986-326-914-4 ( 平 裝 )
NT$310

1.五四新文學運動 2.中國文學史 3.
中國當代文學 820.9082
六朝至唐水月詩歌「海」意象及其
蘊義之研究 / 王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大鼎書局, 11005 .-- 1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23-5-0 (平
裝) NT$200
1.中國詩 2.海洋學 3.研究考訂
820.9103
清人宋詩選與清代文化論稿 / 謝海
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40 面; 23
公分 .-- (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
學術論叢 ; 第六輯) .-- ISBN 978-986478-474-5 ( 平 裝 ) NT$480 .-- ISBN
978-986-478-471-4 (精裝)
1.宋詩 2.詩評 3.清代 820.9105
光宣詩壇點將錄斠注 / 高拜石原著 ;
蔡登山主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
文創, 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
歷史 ; 195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5540-48-7 (平裝) NT$420
1.清代詩 2.詩評 820.9107

中國文學總集
詩經研讀指導 / 裴普賢著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4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苑叢
書) .-- ISBN 978-957-19-3275-0 (平裝)
1.詩經 2.研究考訂 831.18
林深見鹿 : 最美的唐詩英譯新詮 / 許
淵沖英譯 ; 陸蘇賞析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344-992-8 (平裝)
NT$380
831.4
楚辭新編 / 周秉高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6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48-4 (平裝) NT$600
1.楚辭 832.1

各地文學；各民族文學；
各體文學
細說李商隱 : 他浪漫淒美的生涯和
詩歌 / 施逢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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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5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92-1 (平裝)
1.(唐)李商隱 2.唐詩 3.詩評
851.4418
王次回詩集 / (明)王彥泓著 ; 鄭清茂
校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75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49-5 (精
裝) NT$750
1.詩 851.46
人生,是一場癮 / 元昶(王朝)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王朝, 11005 .-- 24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68-4
(平裝)
851.487
邂逅詩歌 / 李安娜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獵海人, 11005 .-- 27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0-1-5 (平裝)
NT$300
851.487
不可無本. I : 當代短篇獨幕劇集 =
BIU short plays. I / 鍾欣怡, 蔡甯衣,
沈宛瑩 Sím Oán-Êng 作 .-- 初版 .-- 嘉
義市 : 滿滿藝工作室, 不可無料劇場
出版 : 滿滿藝工作室發行, 11005 .-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35-0-1 (平裝) NT$350
854.6
白色說書人與微塵望鄉 / 詹傑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74-1 (平
裝) NT$320
854.6
怎麼又回到這裡 / 坂元裕二作 ; 陳系
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光生出版 :
魔幻時刻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5 .-20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924-1-4 (精裝)
854.6
逆旅 :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 /
詹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
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40 面; 19 公分 .-- (VOO ; 24) .-ISBN 978-957-13-9075-8 ( 平 裝 )
NT$320
854.6
枫叶之国寻梦记 : 中国留学生在北
美的拚搏岁月 / 刘苏川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真哪噠出版社, 11007 .-- 256

面; 21 公分 .-- (Meet ; 7) .-- 簡體字版;
正體題名:楓葉之國尋夢記 : 中國留
學生在北美的拼搏歲月 .-- ISBN 978986-98811-9-7 (精裝)
855
*人面桃花 : 王丹散文集 / 王丹作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3-01-0 (平裝) NT$380
855
大海就是我故鄉 / 冰德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墨言文化, 11005 .-- 30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51-0-9
(平裝) NT$460
855
不要再回他短訊,好嗎 / Middle 著 .-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愛寫 ;
48) .-- ISBN 978-957-658-574-6 (平裝)
NT$350
855
梓柯树 / 何也阿木着 .-- 第一版 .-- 新
北市 : 凌零出版社, 11005 .-- 408 面;
24 公分 .-- 簡體字版; 正體題名:梓柯
樹 .-- ISBN 978-986-06030-7-1 (平裝)
NT$650
855
熬夜和想你,我都會戒掉 / 雲晞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34-5 (平
裝) NT$320
855
樸園文存 / 朱省齋原著 ; 蔡登山主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
11006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(血歷史 ;
194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5540-46-3 (平裝) NT$520
855
*歷代書札菁華 / 楊夢周編著 .-- 再
版 .-- 高雄市 : 學海出版社, 11005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14356-4 (平裝) NT$550
856.1
聊齋誌異選讀 / 悅讀經典工作室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70-5 (平裝)
NT$160
857.27

警世通言 / 馮夢龍編撰 ; 徐文助校
注 ; 繆天華校閱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676 面; 21 公分 .-- (中國古典名著) .-ISBN 978-957-14-7197-6 (平裝)
857.41
官場現形記 / 李伯元編撰 ; 張素貞校
注 ; 繆天華校閱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書局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冊 .-- (中國古典名著) .-- ISBN 978957-14-7203-4 (全套:平裝)
857.44
<<紅樓夢>>漣漪 / 李泗滄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國家出版社, 11006 .-413 面; 21 公分 .-- (國家文史叢書 ;
161) .-- ISBN 978-957-36-1584-2 (平裝)
NT$600
1.紅學 2.研究考訂 857.49
我們來玩紅樓夢 / 朱嘉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23-389-3 ( 平 裝 )
NT$280
857.49
一品仵作 / 鳳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
發行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08-871-9 (第 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8-872-6 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626-308-873-3 (第 9 冊:平裝) .-ISBN 978-626-308-874-0 (第 10 冊:平
裝)
857.7
三年十一班 / 夏茗悠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
版發行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308-332-5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 978626-308-333-2 (下冊:平裝)
857.7
仙道方程式 / 任怨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03-8 (第 1
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004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005-2 (第 3 冊:平裝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06-9
(第 4 冊:平裝) NT$1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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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7.7
只想和你好好的 / 東奔西顧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149-4 (上冊:
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150-0 (下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-151-7
(全套:平裝)
857.7
沒有名字的人 : 迷失之海 /
FOXFOXBEE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
11007 .-- 3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330-1 (平裝)
857.7
夜不語詭秘檔案. 117 : 塵世道 / 夜不
語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
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(夜不語作品) .-- ISBN 978957-741-349-9 (平裝) NT$180
857.7
炊妞巧手改運 / 白折枝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6 .-- 冊 .-- (文創風 ; 961-963) .-ISBN 978-986-509-218-4 (第 1 冊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19-1
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09-220-7 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夜谷賓館 / 藍橘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出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4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89-4 (平
裝) NT$300
857.7
重裝基兵 / 高樓大廈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42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43-4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44-1
(第 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45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190
857.7
紈褲求入贅 / 尋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6601E1066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210-4
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211-1 ( 卷 2: 平 裝 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27-212-8 (卷 3:平裝)
NT$270
857.7
朕來冷宮搶娘子 / 北瓷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(藍海系列 ;
E1054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84-8
(平裝) NT$300
857.7
神祕主義至上!為女王獻上膝蓋 / 一
路煩花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
書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4-8-0
(平裝)
857.7
追跡 / 許信城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要有光, 11007 .-- 164 面; 21 公分 .-(要推理 ; 86) .-- BOD .-- ISBN 978986-6992-71-1 (平裝) NT$220
857.7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下. 七, 江湖酒
一殤 / 烽火戲諸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6 .-- 3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35-7 (平
裝)
857.7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下. 六, 夫子上
武當 / 烽火戲諸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34-0 (平
裝)
857.7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下. 五, 天下共
逐鹿 / 烽火戲諸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6 .-- 39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33-3 (平
裝)
857.7
棄宇宙 / 鵝是老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 冊 .-- ISBN 978-626-311-017-5 (第 1
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311-018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90 .-ISBN 978-626-311-019-9 (第 3 冊:平裝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20-5
(第 4 冊:平裝) NT$190

857.7

857.7

御賜萌妃 / 木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6301E106304) .-- ISBN 978-986-527-204-3
(卷 1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27-207-4 ( 卷 4: 平 裝 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27-205-0 (卷 2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06-7
(卷 3:平裝) NT$260
857.7
貴妻逃走中 / 月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5901E105903) .-- ISBN 978-986-527-194-7
(卷 1:平裝) NT$270 .-- ISBN 978-986527-195-4 ( 卷 2: 平 裝 ) NT$270 .-ISBN 978-986-527-196-1 (卷 3:平裝)
NT$270
857.7
無 威 脅 群 體 庇 護 協 會 . 2 / matthia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高
寶國際 有限公 司臺 灣分公 司發行 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64-4-2 (第 3 冊:平裝)
857.7
換婚 / 蔓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藍
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冊 .-- (藍
海系列 ; E106101-E106105) .-- ISBN
978-986-527-197-8 ( 卷 1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198-5
(卷 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27-199-2 ( 卷 3: 平 裝 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27-200-5 (卷 4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201-2
(卷 5:平裝) NT$260
857.7
黑蓮花攻略手冊 / 白羽摘雕弓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
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564-97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0774-00-9 (第 4 冊:平裝)
857.7
暗流 / 何也着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凌零出版社, 11005 .-- 冊 .-- 簡體字
版 .-- ISBN 978-986-06030-4-0 (第 1
冊:平裝) NT$560 .-- ISBN 978-98606030-5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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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入豪門當後娘 / 踏枝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9-2214 (第 1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09-222-1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09-223-8
(第 3 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986-509-224-5 (第 4 冊:平裝) NT$260
857.7
福娃興宅 / 蓁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冊 .-- ( 藍 海 系 列 ; E105601E105605) .-- 中國作家長篇小說 .-ISBN 978-986-527-185-5 (卷 1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186-2
(卷 2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27-187-9 ( 卷 3: 平 裝 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27-188-6 (卷 4:平裝)
NT$260 .-- ISBN 978-986-527-189-3
(卷 5:平裝) NT$260
857.7
醫品奴才 / 一雁不成夏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7 .-冊 .-- ( 架 空 之 都 )( 米 國 度 書 系 ;
B0053-B0054) .-- ISBN 978-986-505200-3 (上冊:平裝) NT$240 .-- ISBN
978-986-505-201-0 ( 下 冊 : 平 裝 )
NT$240
857.7
鎮家寶 / 丹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冊 .-( 藍 海 系 列 ; E106901-E106902) .-ISBN 978-986-527-213-5 (上冊:平裝)
NT$280 .-- ISBN 978-986-527-214-2
(下冊:平裝) NT$280
857.7
邊城 / 沈從文文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6-29-5 (平裝) NT$320
857.7
鏡界 / 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飛
燕文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007-6 (第 1 冊:平裝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08-3
(第 2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09-0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10-6
(第 4 冊:平裝) NT$190
857.7

藥香蜜醫 / 榛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9-215-3 (第 1
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09-216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60 .-ISBN 978-986-509-217-7 (第 3 冊:平裝)
NT$260
857.7
獻魚 / 扶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英
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臺
灣分公司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06-142-5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06-144-9 ( 下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06-145-6 (全套:平裝)
857.7
衛斯理傳奇之妖火(新修版) / 倪匡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9-98-1 (平
裝) NT$300
857.83
衛斯理傳奇之玩具 / 倪匡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9-99-8 ( 平 裝 )
NT$300
857.83
衛斯理傳奇之神仙 / 倪匡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9-96-7 ( 精 裝 )
NT$300
857.83
衛斯理傳奇之異寶 / 倪匡著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9-97-4 ( 精 裝 )
NT$300
857.83
子彈鴉片 : 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 /
廖亦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允晨文
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0
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名家 ; 95) .-ISBN 978-986-06318-4-5 ( 平 裝 )
NT$380
857.85

兒童文學
口袋神探. 3, 黑雨衣大盜的陰謀 / 凱
叔作 ; 子鵺坊插畫, 韓冰繪 .-- 初版 .-

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57-521-488-3 ( 平 裝 )
NT$300
859.6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不許耍賴 : 遵
守規則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24-7
(平裝)
859.9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奶奶的鮮魚
派 : 學會分享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725-29-2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可怕的泥巴
龍 : 不以貌取人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725-28-5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好朋友藥水 :
學會尊重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26-1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妮妮為什麼
沒朋友 : 學會認同 / 小紅花圖書工作
室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
創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
21X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0725-30-8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威威,別丟了 :
學會拒絕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25-4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誰來幫我採
橘子 : 學會包容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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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725-27-8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社交能力繪本 : 我比你更棒 :
不逞強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31-5
(平裝)
859.9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了不起的妞妞 : 學
會獨立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17-9 (平
裝)
859.9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山的那邊是什麼 :
勇於探索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19-3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候補球員 : 學會堅
持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- 注
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21-6 (平
裝)
859.9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都是皮皮惹的禍 :
學會誠實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16-2 (平裝)
859.9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跳舞吧,威威 : 培
養自信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0725-22-3
(平裝)
859.9
小恐龍品格繪本 : 誰是蛋蛋的媽媽 :
培 養責任 心 / 小紅花圖書工作室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双美生活文創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 面; 21X21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0725-20-9 (平裝)

859.9

東方文學
Fate/Requiem / 星 空 流 星 作 ;
Hundreder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
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288 (第 1 冊:平裝)
861.57
GOBLIN SLAYER! 哥布林殺手外傳.
2, 鍔鳴的太刀 / 蝸牛くも作 ; Runoka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8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35-6 (上冊:
平裝)
861.57
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. 24, Unital
ring. III / 川原礫作 ; 周庭旭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1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614-3 (平裝)
861.57
ZOO / 乙一著 ; 張筱森譯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乙
一作品集 ; 5) .-- ISBN 978-986-558070-4 (平裝) NT$320
861.57
「憑妳也想討伐魔王?」被勇者小隊
逐出隊伍,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 / kiki
作 ; 陳柏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出版社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8 .-4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03-4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小書痴的下剋上 : 為了成為圖書管
理員不擇手段!. 第四部, 貴族院的自
稱圖書委員. VIII / 香月美夜著 ; 許
金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52 面; 21
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第 4950 種)(mild ;
37) .-- ISBN 978-957-33-3739-3 (平裝)
NT$299
861.57

火口的二人 / 白石一文著 ; 陳系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
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0 公
分 .-- (文學森林 ; YY0246) .-- ISBN
978-986-06354-7-8 (平裝) NT$340
861.57
少年陰陽師. 53, 戀慕之濱 / 結城光
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少年陰陽師 ; 53) .-- ISBN 978957-33-3746-1 (平裝)
861.57
白井小姐 / 乙一著 ; 徐欣怡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乙一作品集 ; 8) .-- ISBN 978986-5580-73-5 (平裝) NT$399
861.57
末日時在做什麼?異傳 : 黎拉.亞斯普
萊 / 枯野瑛作 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628-0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死老百姓靠抽卡也能翻轉人生 / 川
田両悟作 ; 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 29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24-2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西野 :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
最強少年 / ぶんころり作 ; 吊木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630-3 (第 5 冊:平裝)
861.57
交換謊言日記 / 櫻伊伊予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@小說 ;
61) .-- ISBN 978-986-06301-4-5 (精裝)
861.57
我的幸福婚約 / 顎木あくみ作 ; 許婷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
分 .-- (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) .-ISBN 978-986-524-632-7 (第 3 冊:平裝)
861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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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重製人生 / 木緒なち作 ; 霖之
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尖 端出版 發行 , 11007 .-28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326-4 (第 3 冊:平裝)
861.57
宛如阿修羅 / 向田邦子著 ; 王蘊潔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, 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(和風文
庫) .-- ISBN 978-626-310-024-4 (平裝)
NT$320
861.57
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短篇
小說集. 4, allstar / 渡航作 ; Runoka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7 .-- 28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240 (平裝)
861.57
怕痛的我,把防禦力點滿就對了 / 夕
蜜柑作 ; 吳松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 260 面 ; 18 公 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619-8 (第 10 冊:平裝)
861.57
赴死之人的祈禱 / 中山七里著 ; 王華
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154 (平裝) NT$560
861.57
後光殺人事件 : 接近 99%完美的犯
罪,小栗虫太郎的密室殺人系列推理
短篇集 / 小栗虫太郎著 ; 蘇暐婷, 侯
詠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四塊玉文
創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Hint ; 1) .-- ISBN 978-986-551076-3 (平裝) NT$320
861.57
約會大作戰 DATE A LIVE. 22, 美好
結局十香. 下 / 橘公司作 ; Q 太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48 面; 19 公分 .-

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615-0 (平裝)
861.57
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,不知不覺就
練到 LV MAX / 森田季節作 ; 陳冠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7 .-- 328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271 (第 11 冊:平裝)
861.57
弱角友崎同學 8.5 / 屋久悠樹作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8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83-2 (平裝)
861.57
夏物語 / 川上未映子著 ; 陳嫺若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藍小說 ; 312) .-- ISBN
978-957-13-9011-6 (平裝) NT$480
861.57
家庭教室 / 伊東歌詞太郎作 ; 王靜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 (Kadokawa light literature)(角川輕.文
學) .-- ISBN 978-986-524-633-4 (平裝)
861.57
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. 3, 鐵砂之檻 /
佐藤真登作 ; 譚志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33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500-3 (平裝)
861.57
偵探已經,死了。 / 二語十作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87-0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張曼娟讀芥川龍之介 / 芥川龍之介
原著 ; 張曼娟編譯.導讀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6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張

曼娟的課外讀物 ; 3) .-- ISBN 978626-310-014-5 (平裝) NT$300
1.芥川龍之介 2.小說 3.文學評論
861.57
終將墜入愛河的 Vivi Lane / 犬村小
六作 ; 陳柏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283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01-0 (第 6 冊:平裝)
861.57
雲之彼端,約定的地方 / 新海誠原作 ;
加納新太著 ; 霖之助譯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
版發行, 11007 .-- 304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322-6 (平裝)
861.57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 / Jyaki 作 ; 御門幻流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8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65-8 (平裝)
861.57
堤亞穆帝國物語 : 從斷頭台開始,公
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 / 餅月望作 ; 張
凱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0 面; 1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02-7 (第 4
冊:平裝)
861.57
最強的魔導士,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
為鄉下的衛兵 / えぞぎんぎつね作 ;
呂郁青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
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3-497-6 (第 3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498-3 (第 3
冊:平裝限定版)
861.57
最強廢渣皇子暗中活躍於帝位之爭
佯裝無能的 SS 級皇子背地支配王位
繼承戰 / タンバ作 ; 鄭人彥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626-6 (第 3 冊:平裝)
861.57
椿宿之事 / 梨木香步著 ; 蘇文淑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36 面; 21
7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14-7 (平
裝) NT$520
861.57
與野獸形影相依 / 八十庭たづ作 ; 可
倫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16 面; 19 公
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ISBN 978-986-524-629-7 (平裝)
861.57
維榮之妻 / 太宰治作 ; 陳系美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出版,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0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155 (平裝) NT$380
861.57
緋彈的亞莉亞 / 赤松中學作 ; 陳梵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7 .-- 32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233 (第 34 冊:平裝)
861.57
緋彈的亞莉亞 / 赤松中學作 ; 陳梵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7 .-- 32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764 (第 34 冊:平裝)
861.57
瘋癲老人日記 / 谷崎潤一郎作 ; 李浪
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新雨出版社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步
道 ; LT35) .-- ISBN 978-986-227-295-4
(平裝)
861.57
數之女王 / 川添愛作 ; 陳朕疆翻譯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88 面; 21 公分 .- (人人書架 ; 20) .-- ISBN 978-986461-250-5 (平裝) NT$320
861.57
默契遊戲 / 五十嵐貴久著 ; 徐屹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皇冠叢書 ; 第 4953 種)(異文 ; 8) .-ISBN 978-957-33-3742-3 (平裝)
861.57
藥師少女的獨語 / 日向夏作 ; 可倫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60 面; 19 公分 .- 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618-1 (第 9 冊:平裝)
861.57
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. 3, 青梅
竹馬還是算了吧 / 紙城境介作 ; 可倫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4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627-3 (平裝)
861.57
魔王學院的不適任者 : 史上最強的
魔王始祖,轉生就讀子孫們的學校 /
秋作 ; 薛智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504 面; 19 公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620-4 (第
5 冊:平裝)
861.57
魔法科高中的劣等生. 31, 未來篇 /
佐島勤作 ; 哈泥蛙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 280 面 ; 19 公 分 .-- (Kadokawa
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617-4 (平裝)
861.57
魔裝學園 HXH / 久慈政宗作 ; 梁恩
嘉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8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34-9 (第
14 冊:平裝)
861.57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. 2 年
級篇 / 衣笠彰梧作 ; Arieru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
司 , 11007 .-- 360 面 ; 19 公 分 .-(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) .-- ISBN
978-986-524-616-7 (第 2 冊:平裝)
861.57
反派千金轉職成超級兄控 / 浜千鳥
作 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
19 公 分 .-- (Kadokawa fantastic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625-9 (第
2 冊:平裝)
861.596
我的非洲家人 / 堀米薰文 ; 小泉留美
子圖 ; 賴庭筠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
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96-3 (平裝) NT$280
861.596

ISBN 978-626-305-027-3 ( 平 裝 )
NT$300
861.596

閣樓裡的神祕鑰匙 / 安晝安子作.繪 ;
胡慧文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52 面; 20
公分 .-- (香草魔女 ; 22) .-- ISBN 978957-521-484-5 (精裝) NT$280
861.596

魔法十年屋. 2, 我把時間送給你 / 廣
嶋玲子文 ; 佐竹美保圖 ; 王蘊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(樂讀 456 ; 71)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626-305-028-0 (平裝) NT$300
861.596
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8, 科學偵探 vs.
暴走的 AI. 上集 / 佐東綠, 石川北二,
木滝理真, 田中智章著 ; 木木(KIKI)
繪 ; 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
熊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(動小說) .-- ISBN 978-986-5593-25-4
(平裝) NT$350
861.596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9, 科學偵探 vs.
暴走的 AI / 佐東綠, 石川北二, 木滝
理真, 田中智章著 ; 木木(KIKI)繪 ;
黃薇嬪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動小
說) .-- ISBN 978-986-5593-26-1 (平裝)
NT$350
861.596
幽靈貓福子. 2, 暗黑魔女的咒語 / 廣
嶋玲子文 ; 薔薇松瞳圖 ; 王蘊潔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136 面; 21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- ISBN
978-986-5593-27-8 (平裝) NT$320
861.596
黑鳶的聖者 / まさみティー作 ; 賴詠
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83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99-0 (第 1
冊:平裝)
861.596
養天使的方法 / 中川千尋文.圖 ; 張
桂娥翻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00
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685 (精裝) NT$320
861.596
魔法十年屋. 1, 想不想試試時間的魔
法? / 廣嶋玲子文 ; 佐竹美保圖 ; 王
蘊潔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64 面; 21
公分 .-- (樂讀 456 ; 70) .-- 注音版 .-77

小鼴鼠和蟬寶寶 / 福澤由美子作.繪 ;
球球館編輯群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九童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442-172-5 ( 精 裝 )
NT$149
861.599
化為千風 = I am a thousand winds / 新
井滿文 ; 佐竹美保圖 ; 張桂娥譯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(小魯療癒繪本 ; AHL011) .-- ISBN
978-986-5566-67-8 (精裝) NT$350
861.599
出發囉!刷牙號小火車 / 久保真知子
文.圖 ; 陳瀅如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
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 面; 20X20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274-550-2 (精裝)
861.599
好多好多,我贊成! / 宮西達也文.圖 ;
Choyce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(小魯 繪 本世界 ;
117) .-- ISBN 978-986-5566-73-9 (精裝)
NT$320
861.599
好 長 好 長 的 貓 媽 媽 / Q-rais 著 ;
Higuchi Yuko 繪 ; 黃惠綺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2 面; 26 公
分 .-- (小麥田繪本館 ; 6) .-- ISBN
978-957-8544-86-4 (精裝)
861.599
企鵝觀測隊 / 齊藤洋作 ; 高畠純繪 ;
李慧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
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8-4045 (平裝) NT$230
861.599

來!煎一鍋大象蛋 / 寺村輝夫文 ; 長
新太圖 ; 游珮芸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(小魯
繪本世界 ; APW071N) .-- ISBN 978986-5566-64-7 (精裝) NT$360
861.599
迷路的喵喵 / Higuchi Yuko 著 ; 黃惠
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40 面; 20X20
公分 .-- (小麥田繪本館 ; 5) .-- ISBN
978-957-8544-85-7 (精裝) NT$340
861.599
*第一次王國. 2, 超多草莓的盛宴 /
Tojo-San 文 ; 立本倫子圖 ; 蘇懿禎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出版 : 遠
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6 .-- 80 面; 22 公分 .-- (繪童話)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593-28-5
(平裝) NT$320
861.599
麵包小偷 / 柴田啟子作.繪 ; 吳怡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 24 公
分 .-- (童心園系列 ; 143)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07-442-5 ( 精 裝 )
NT$320
861.599
變色龍的刨冰店 / 谷口智則文.圖 ;
黃佁儒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林
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986-274-546-5 (精裝)
861.599
阿川家的危險餐桌 / 阿川佐和子著 ;
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
羅文化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7-08-7 (平裝) NT$340
861.6
一個人住第 5 年 / 高木直子圖.文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Titan ;
137) .-- ISBN 978-986-179-657-4 (平裝)
NT$380
861.67
台灣紀行 / 司馬遼太郎著 ; 李金松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出版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日

文系 ; 56) .-- ISBN 978-986-179-645-1
(平裝) NT$400
861.67
那些關於文學大師的事 / 進士素丸
文 ; 張玲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遊
目族文化出版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208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90-080-3 (平裝)
1.日本文學 2.文學史 861.9
大白天的戀愛 : 我的世界布滿你走
過的足跡,縱使你已遠離 / 金錦熙著 ;
杜彥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灣商
務印書館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8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(Muses) .-- ISBN
978-957-05-3336-1 (平裝) NT$380
862.57
再見,動物園 / 姜泰植著 ; 胡椒筒
譯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0-18-9 ( 平 裝 )
NT$320
862.57
全知讀者視角 / sing N song(싱숑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星巡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143-1-2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6143-2-9 (第 2 冊:平裝)
862.57
畢業以後 / 尹異形著 ; 陳聖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(Hit 暢小說 ; 104) .-- ISBN
978-986-344-989-8 (平裝) NT$280
862.57
獵夢 / Black Coffee 作 ; Yue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67-1-8 (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86-06567-2-5 (平裝首刷附錄版)
862.57
歡迎光臨夢境百貨 : 您所訂購的夢
已銷售一空 / 李美藝著 ; 林芳如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寞出版社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32 面; 21 公分 .- (Soul ; 41) .-- ISBN 978-986-99244-67 (平裝)
862.57
不要吞吞吐吐,勇敢說! / 安美妍文 ;
姜景琇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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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
26X24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85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85-2 (精裝)
NT$350
862.596
我一定可以堅持下去! / 申美卿文 ;
崔珉貞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
26X24 公分 .-- (迷繪本 ; 83)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57-521-483-8 (精裝)
NT$350
862.599
熊與鳥 / 金容大文.圖 ; 蕭瑋婷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
方言文 化出版 事業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6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17-2-1 (精裝)
862.599
*不辭職,就辭世!(廢療系社畜的 162
個無用反擊) / 狸作 ; Tina 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(野人家 ; 211) .-- ISBN 978-986-384525-6 (平裝)
862.6
到底想成為做什麼事的人 / 李瀧著 ;
陳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笛藤出
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6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0-821-0 (平
裝) NT$340
862.6
媳婦靠北日記 / 朴書雲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: 皇
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(兩性之間 ; 43) .-ISBN 978-986-5596-22-4 (平裝)
862.6
街頭詩 / 葉飛.杜揚原著 ; 李魁賢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18 面; 21
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G2606)(名流
詩叢 ; 40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326-915-1 (平裝) NT$220
864.151
世界在燃燒 / 蘇洛恪.哈茂德著 ; 李
魁賢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102 面;
21 公分 .-- (語言文學類 ; PG2605)(名
流詩叢 ; 42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986-326-917-5 (平裝) NT$220

864.451
紀伯倫的詩 / 卡里.紀伯倫作 ; 徐翰
林譯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海鴿文化出
版圖書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青春講義 ; 124)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392-381-7 (平裝)
NT$260
865.751
*廢墟的故事 / 鄧觀傑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雙囍出版, 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雙囍文學 ; 5) .-- ISBN 978-98606355-0-8 (平裝) NT$420
868.757
「不容青史盡成灰」 : 馬華文學裡
的馬共傳記書寫 / 陳煥儀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(文
學研究叢書. 華文文學叢刊 ;
811002) .-- ISBN 978-986-478-466-0
(平裝) NT$520
1.馬來文學 2.傳記文學 868.79

臺灣文學
臺灣文學焦點話題 / 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630 面; 23 公分 .-- (古
遠清臺灣文學五書 ; 0810YA5) .-ISBN 978-986-478-469-1 ( 精 裝 )
NT$500
1.臺灣文學 2.文學評論 3.文集
863.07
歷史風華與文藝新象 : 竹塹學國際
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第四屆 / 王俊秀
等著 ; 林佳儀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60 面; 23 公分 .-- (學術論
文集叢書) .-- ISBN 978-986-478-468-4
(平裝) NT$500
1.臺灣文學 2.文集 863.07
臺灣文學學科入門 / 古遠清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50 面; 23 公分 .-- (古
遠 清 臺 灣 文 學 五 書 ; 810YA4) .-ISBN 978-986-478-470-7 ( 精 裝 )
NT$500
1.臺灣文學 2.臺灣文學史 863.09
新世紀新詩社觀察 / 蕭蕭, 劉正偉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冊 .-- (文學研

究 叢 書 . 現 代 詩 學 叢 刊 ; 807020807021) .-- ISBN 978-986-478-475-2
(第 1 冊:平裝) NT$500 .-- ISBN 978986-478-476-9 (第 2 冊:平裝) NT$500
1.臺灣詩 2.新詩 3.詩評 4.臺灣文學
史 863.091

悲傷蔓延時癒見愛 / 李佩怡主編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
大學, 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224-4-2 ( 平 裝 )
NT$400
863.3

青林果熟星宿爛 : 落蒂新詩論集 / 余
境熹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
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2 面; 23
公分 .-- (文學研究叢書. 現代詩學叢
刊 ; 807022) .-- ISBN 978-986-478-4776 (平裝) NT$450
1.楊顯榮 2.新詩 3.詩評 863.21

漂舟 : 海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十
屆 / 黃于玲等作 .-- 初版 .-- 基隆市 :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, 11006 .-- 12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673-2-0
(平裝) NT$200
863.3

日常事件 : 高雄青年文學獎得獎作
品集. 109 年 / 高雄市立圖書館主
編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立圖書館,
11005 .-- 32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65-33-9 (平裝) NT$300
863.3
*中臺灣聯合文學獎得獎作品集. 第
十八屆, 奇膽濡妙筆 雄文睨中臺 / 楊
豪森總編輯 .-- 彰化縣溪湖鎮 : 中臺
灣聯合文學獎籌備委員會, 11005 .-4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5292-7-4 (平裝)
863.3
有病 : 臺北市萬芳高中 2020 年疾病
主題創作徵件優秀作品選 / 臺北市
萬芳高中學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林子弘, 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41-4 ( 平 裝 )
NT$200
863.3
如晤初心 : 國立蘭陽女中語文資優
班作品集. 第十六屆 / 蘭陽女中第十
六屆語文班作 .-- 初版 .-- 宜蘭市 : 國
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, 11007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1-356 (平裝) NT$160
863.3

蘭陽少年文學獎文集. 第 20 屆 / 沈
如富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[宜蘭市] : 宜
蘭縣政府, 11006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18-49-6 (平裝)
863.3
未 完之詩以 及未完手 記 / 吳東興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文學街出版社,
11005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580-1-1 (平裝) NT$450
863.4
可能的花蜜 / 林婉瑜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
版行銷業務部發行, 11006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10 年典藏版 .-- ISBN 978626-308-850-4 (平裝)
863.4
抒情集 / 朱自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里仁書局, 11005 .-- 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753-7-3 (平裝)
NT$200
863.4
甜蜜的回憶 / 林明理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 11005 .-- 466
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刊 ; 436) .-ISBN 978-986-314-555-4 (平裝)
863.4

我的文學主張 : 臺北文學獎得獎作
品集. 第二十三屆 / 懋透影等作 .-臺北市 :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5 .- 4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2-01-2 (平裝) NT$280
863.3

月夜寄風霜 : 黃文博臺語詩集. 6 / 黃
文博作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政府文化
局, 11006 .-- 144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7-17-1 ( 精 裝 )
NT$500
863.51

黃清泰參將與黃驤雲進士父子詩文
賞析 / 黃阿彩撰 .-- 臺南市 : 黃阿彩,
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93-6 (平裝) NT$220
863.3

勿思 / 李欣芸, 林苡辰, 施宣汝, 陳郁
智, 游鴻鎮, 廖柏任, 蔣慶怡, 蘇沛璇,
朱雅葶, 葉庭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朝陽科技大學霧詩社, 11005 .-- 123

79
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4-04 (平裝) NT$250
863.51
地瓜最後的獨白 : 陳福成長詩集 / 陳
福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
版社, 11005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文
學叢刊 ; 435) .-- ISBN 978-986-314552-3 (平裝) NT$240
863.51
呵呵二動詩 / 謝里法作 .-- [臺中市] :
謝里法, 11005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89-9 ( 平 裝 )
NT$500
863.51
奔流之歌 : 詩論與詩畫集 / 譚宇權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500 面; 23 公
分 .-- (文化生活叢書. 藝文采風 ;
1306031) .-- ISBN 978-986-478-473-8
(平裝) NT$500
863.51
庸 / 荏苒作 ; 童雋傑繪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荏苒, 11007 .-- 1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81-0 (平裝)
NT$150
863.51
賦歸耕讀 / 謝振宗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, 11006 .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7-18-8 (平裝) NT$380
863.51
靜靜如霜 / 吳鈞堯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: 晴
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(遠景文學叢書 ;
100) .-- ISBN 978-957-39-1126-5 (平裝)
NT$250
863.51
邂逅於美麗 / 胡鼎宗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胡鼎宗, 11006 .-- 18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50-9 (平裝)
NT$280
863.51
蘭氏兄弟詩集 / 蘭觀生, 蘭隨生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史哲出版社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
詩叢 ; 153) .-- ISBN 978-986-314-5547 (平裝) NT$600
863.51
30 年青春.震耳欲聾 : 真的不要來
EZ5!你會迷上! / 許理平(虎哥)著 .--

二版 .-- 新北市 : 出色文化, 11005 .-2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93-9-2 (平裝) NT$550
863.55
入陣的人 : 神行子弟鬥陣事件簿 / 跳
舞鯨魚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
分 .-- (台灣原住民 ; 69) .-- ISBN 978986-5582-94-4 (平裝) NT$350
863.55
月下讀詩 : 五十二則傳遞感動和溫
度的雋永詩句 / 琹涵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7 .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
1357) .-- ISBN 978-986-450-353-7 (平
裝) NT$300
863.55
今夜,酒店是我的歸宿 / 鍾東霖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峽學術出版社,
11005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43-21-8 (平裝) NT$350
863.55
不急著向前,為了在夢裡與你相見 /
孟耿如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行銷業務部
發行, 11006 .-- 14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495-7 (平裝)
863.55
比瘟疫更重要的是你我身邊的故事 /
少女老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
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圓神文叢 ; 301) .-- ISBN
978-986-133-771-5 (平裝)
863.55
平凡的朝聖者之路 / 陳逸庭作 .-- 臺
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繽紛 ;
232) .-- ISBN 978-986-323-387-9 (平裝)
NT$320
863.55
只是近黃昏 / 王希成著 .-- 初版 .-- 高
雄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005 .-- 254 面;
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64-4
(平裝) NT$300
863.55
成為男人的方法 / 沈信宏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80

(Island ; 310) .-- ISBN 978-986-406246-1 (平裝) NT$320
863.55
我父親。那麼老派,這麼多愛 / 蔡詩
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
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 194) .-- ISBN
978-986-06075-7-4 (平裝) NT$420
863.55
我在.瑞芳學 / 施岑宜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人與土地 ; 30) .-- ISBN 978-957-139065-9 (平裝) NT$380
863.55
我與文學 / 張秀亞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340 面; 21 公分 .-- (張秀亞作品) .-ISBN 978-957-14-7206-5 (平裝)
863.55
明月千山路 / 周典樂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釀出版, 11006 .-- 280 面; 23 公
分 .-- (釀文學 ; 250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70-9 ( 平 裝 )
NT$500
863.55
附神 : 我那借身給神明的父親 / 林徹
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
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叢
書 ; 657) .-- ISBN 978-986-387-404-1
(平裝) NT$300
863.55
返鄉日記. 2 / 黃慶祥著 .-- 初版 .-- 屏
東縣東港鎮 : 黃慶祥, 11007 .-- 37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62 (平裝) NT$380
863.55
和媽媽互相喜歡的日子 / 李惠貞, 陳
德諠作 .-- 臺中市 : 維摩舍文教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46-1-0 ( 平 裝 )
NT$350
863.55
為了下一次的重逢 / 陳義芝著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九歌文
庫 ; 1359) .-- ISBN 978-986-450-355-1
(平裝) NT$300
863.55

秋天的約定 / 林文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新
人間 ; 322) .-- ISBN 978-957-13-89905 (平裝) NT$300
863.55

舒旅金瓜石 / 賴舒亞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23 公分 .-(View ; 94) .-- ISBN 978-957-13-9073-4
(平裝) NT$380
863.55

春城無處不飛花 / 茶美人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上承文化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566-8-2 (平裝) NT$250
863.55

想戒不難 / 林建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73-4 (平裝)
863.55

卻顧所來徑 / 曙影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06 .-- 21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267-984 (平裝) NT$280
863.55

愛琳的日記 / 張秀亞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(張秀亞
作品) .-- ISBN 978-957-14-7205-8 (平
裝)
863.55

書法駭客 : 駭客無所遁形,書法無孔
不入 / 張尚為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柏樂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: 易可數位
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 發行 , 11006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13-0-9 (平裝) NT$450
863.55
偷刣豬的阿忠歐吉桑 / 邱傑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7 .-- 210
面; 21 公分 .-- (釀文學 ; 251) .-- BOD
版 .-- ISBN 978-986-445-474-7 (平裝)
NT$280
863.55
移動販賣車 : 日常中的地方行動 / 董
淨瑋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裏路文
化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44 面; 23
公分 .-- (地味手帖 ; 6) .-- ISBN 978986-98980-6-5 (平裝) NT$380
863.55
無法成為你期待的樣子,我不抱歉 /
肆一著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愛寫 ; 50) .-- ISBN 978-957-658-577-7
(平裝) NT$380
863.55
給冥王星 / 張惠菁作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
行, 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2021
經 典 版 .-- ISBN 978-986-359-966-1
(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-359967-8 (平裝簽名版) NT$350
863.55

艋舺遊牧人生 / 鹿大員作 .-- 臺北市 :
唐山出版社出版 : 正港資訊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32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07-200-3 (平
裝) NT$320
863.55

學 ; 18) .-- ISBN 978-626-310-018-3
(平裝) NT$360
863.55
一人筆談 / 響生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
發行, 11007 .-- 3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325-7 (平裝)
863.57
一品嬌妾 / 簡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96
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64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09-8
(平裝) NT$270
863.57
小說家者流 / 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64 面; 21
公分 .-- (朱西甯作品集 ; 10) .-- ISBN
978-986-387-433-1 (平裝) NT$300
863.57

靜寂與哀愁 / 陳景容著 .-- 增訂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03 面; 21 公分 .-- (輯
+) .-- ISBN 978-957-14-7215-7 (平裝)
863.55

小說徐傍興 = The story of Hsu Pang
Hsing / 李旺台作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94-273-4 (平裝) NT$480
863.57

親愛的老婆 / 侯文詠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皇冠叢
書 ; 第 4948 種)(侯文詠作品 ; 5) .-ISBN 978-957-33-3741-6 (平裝)
863.55

不一樣的戀愛 / 765334, 藍色水銀,
汶莎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5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58-1 (平
裝) NT$300
863.57

韓先生來敲門 = Mr. Han knock knock
/ 韓國瑜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水靈
文 創 有 限 公 司 , 11006 .-- 192 面 ;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46-25 (平裝) NT$450
863.55

天命妻 / 陳毓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8
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57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93-0
(平裝) NT$300
863.57

鏡像人生 / 劉溪泉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春暉出版社, 11006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24-65-1 (平
裝) NT$250
863.55

天香飆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
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1316) .-- ISBN 978-986-5589-66-0 (第 1
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5589-67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5589-68-4 (第 3 冊:平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69-1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
邊緣人手記 : 寫給在喧囂中仍孤獨
的我們 / 馬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麥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 有限公 司城 邦分公 司發行 ,
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麥田文
81

幻虛真新書 / 御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
台灣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4-7-3 (上
冊:平裝)
863.57
幻影號的奇航 / 胡長松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前衛出版社, 11007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01-9461 (平裝) NT$380
863.57
末日儲藏室 / 白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013-0 (平裝) NT$320
863.57
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 / 郝妮爾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8885-7-8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7
玉釵盟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
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58) .-- ISBN 978-986-5589-58-5 (第 1 冊:
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59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
978-986-5589-60-8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61-5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加減乘除 / 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朱西甯作品集 ; 9) .-- ISBN
978-986-387-434-8 (平裝) NT$330
863.57
生態浩劫四部曲. 二, 樹靈塔 / 林美
冬著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黑鴉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024 面; 15 公
分 .-- (暖流 ; L0003) .-- ISBN 978-98693051-3-6 (平裝) NT$380
863.57
自由新鎮 1.5 舞台劇小說 : 戀愛之神
與祂的背叛者們 / 林孟寰原作 ; D51
小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92-4 (平裝)
863.57

老年維特的煩惱 / 顏瑜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釀出版, 11007 .-- 238 面; 21
公分 .-- (釀冒險 ; 51) .-- Bod 版 .-ISBN 978-986-445-475-4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
妖怪鳴歌錄 Formosa : 唱遊曲 / 何敬
堯著 .-- 增訂一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出
版社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(九歌文庫 ; 1356) .-- ISBN
978-986-450-351-3 (平裝) NT$360
863.57

尖刺上的玫瑰 / 怒放月光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威 向 有 限 公 司 ,
11007 .-- 冊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度書
系 ; B0051-B0052) .-- ISBN 978-986505-198-3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240 .-ISBN 978-986-505-199-0 (下冊:平裝)
NT$240
863.57

我們(還在初戀的島上) / 陳玉慧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64-2 (平
裝) NT$450
863.57

因為愛,不必解釋 / 雪倫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網
路 小 說 ; 288G) .-- ISBN 978-9860734-40-9 (平裝首刷簽名版) NT$260
863.57

岳小釵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
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3740) .-- ISBN 978-986-5589-90-5 (第 1
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5589-91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5589-92-9 (第 3 冊:平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93-6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
在時間盡頭等妳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花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花園 ;
G0706) .-- ISBN 978-986-06072-2-2 (平
裝) NT$270
863.57

命中無妻 / 千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36
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62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08-1
(平裝) NT$310
863.57

在第九天擁抱妳 / 劉奕傑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劉奕傑, 11006 .-- 29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452 (平裝)
863.57

金瓜石的故事. 二, 耿耿於懷長篇小
說 / 夏野芹作 .-- 臺北市 : 愛德卡實
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8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54-0-6 (平裝)
NT$500
863.57

我,精靈王,缺錢! / 醉琉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魔豆文化有限公司出
版 : 蓋亞文化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 288 面; 20 公分 .-- (fresh ; FS182-) .-ISBN 978-986-06010-2-2 (第 6 冊:平裝)
NT$250
863.57
冶金者 / 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(朱西甯作品集 ; 8) .-- ISBN
978-986-387-435-5 (平裝) NT$280
863.57
那些所謂的惡 / 笭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0-154-1 (平裝) NT$360
863.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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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筆點龍記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
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
版 ; 29-32) .-- ISBN 978-986-5589-82-0
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83-7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84-4
(第 3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85-1 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夜鴉事典 / 碰碰俺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
公司臺灣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56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4-35 (第 12 冊:平裝)
863.57

金劍雕翎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
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3336) .-- ISBN 978-986-5589-86-8 (第 1
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5589-87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5589-88-2 (第 3 冊:平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89-9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美人魚的逆襲時代 / 長堤美女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8-61-1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風雨燕歸來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
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
版 ; 9-12) .-- ISBN 978-986-5589-62-2
(第 1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63-9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64-6
(第 3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986-5589-65-3 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最末上班日. I, 食鬼篇 / 六色羽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天空數位圖書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15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5-31-1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7
前進吧!!高捷少女 姬絆(一期 side) /
八千子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8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37-0
(平裝)
863.57
前進吧!!高捷少女 姬絆(二期 side) /
無胥作 .-- 1 版 .-- [臺北市] :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8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38-7
(平裝)
863.57
飛燕驚龍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
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1-

4) .-- ISBN 978-986-5589-54-7 (第 1 冊:
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55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
978-986-5589-56-1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57-8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娘子不溫良 / 夢南迪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288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58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02-9
(平裝) NT$270
863.57
剛剛好,先生 / 米琳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原創 POPO 出版 : 英屬蓋
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
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(PO 小說 ; 57) .-- ISBN 978986-06540-0-4 (平裝) NT$300
863.57
笑容崩壞的女高中生與不能露出破
綻的我 / 甜咖啡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336-3 (第 4 冊:平裝)
863.57
起駕,回家 / 宴平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鏡文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(鏡小說 ; 47) .-ISBN 978-986-5497-67-5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7
哨譜 / 邱常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96 面; 21 公分 .-- (當代名
家. 邱常婷作品集 ; 2) .-- ISBN 978957-08-5891-4 (平裝)
863.57
猛夫拐上床 / 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 1479) .- ISBN 978-986-335-673-8 ( 平 裝 )
NT$220
863.57
強行入侵 / 洛玥淺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7 .-- 冊 .-( 架 空 之 都 )( 米 國 度 書 系 ; B0048B0049) .-- ISBN 978-986-505-195-2 (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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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:平裝) NT$260 .-- ISBN 978-986505-196-9 (下冊:平裝) NT$260
863.57
棄海 : 波弟大冒險小說 / 八千子作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
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
司發行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88-7 (平裝)
863.57
陰陽判官生死簿. 貳, 西風蕭颯 / 秀
霖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釀出版,
11006 .-- 218 面; 21 公分 .-- (釀冒險 ;
49) .-- 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445471-6 (平裝) NT$280
863.57
笪歆魂. 第一部, 無靈界 / 糖翼著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糖翼, 11008 .-- 28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476 (平裝) NT$300
863.57
笪歆魂. 第二部, 返鄉 / 糖翼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糖翼, 11008 .-- 29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48-3
(平裝) NT$300
863.57
笪歆魂. 第三部, 逐神 / 糖翼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糖翼, 11008 .-- 31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49-0
(平裝) NT$300
863.57
笪歆魂. 第四部, 真我 / 糖翼著 .-- 初
版 .-- 桃園市 : 糖翼, 11008 .-- 278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50-6
(平裝) NT$300
863.57
符與青狐 / 散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
台 灣 分 公 司 發 行 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564-1-1 ( 中 冊 : 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06564-2-8 (下冊:
平裝)
863.57
無以名狀、恐懼及貓的消失 / 羽澄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海穹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Diversity ; 5) .-- ISBN 978-986-996967-3 (平裝)
863.57

黑色胃袋 / Beck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Bloom series
novels) .-- ISBN 978-986-524-591-7 (平
裝)
863.57
惡役伯爵調教日記 / 帝柳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
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
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64-6-6 (第 4 冊:平裝)
863.57
陽奉陰違 / 雪翼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三日月書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
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
台灣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25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4-5-9 (第 2
冊:平裝)
863.57
黃泉委託人 : 死神印記 / 龍雲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 (龍雲作品) .-- ISBN 978-957-741347-5 (平裝) NT$180
863.57
無限虛擬實境 / 冰若沉霜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0-535-1 ( 平 裝 )
NT$260
863.57
貴氣廚娘 / 米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8
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60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203-6
(平裝) NT$270
863.57
絳雪玄霜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
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1720) .-- ISBN 978-986-5589-70-7 (第 1
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5589-71-4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5589-72-1 (第 3 冊:平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73-8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畫夢紀 / 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

分 .-- (朱西甯作品集 ; 7) .-- ISBN
978-986-387-436-2 (平裝) NT$280
863.57
尋夢園 : 輔大.異域.羅神父 / 丕丕貝
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言文化,
11006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51-1-6 (平裝) NT$320
863.57
湛藍牢籠 / 小鹿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884-9 (平裝)
863.57
愛我 : 以愛之名殺人無形 / 亞斯莫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聯合文學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0 面; 21
公分 .-- (N-JOY ; 47) .-- ISBN 978986-323-386-2 (平裝) NT$350
863.57
傷痕 / 夜筑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普
林特印刷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78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283-5-2
(平裝) NT$180
863.57
遊戲王主義論 / 王柏瀧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網, 11006 .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267-99-1 (平裝)
863.57
遊戲結束之前. 5, 死亡禁止 / 草子信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日月書版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維京群島商
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64-0-4 (平裝)
863.57
夢二途 / 李敏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, 11007 .-160 面 ; 21 公 分 .-- ( 九 歌 文 庫 ;
1358) .-- ISBN 978-986-450-354-4 (平
裝) NT$280 .-- ISBN 978-986-450-3568 (精裝) NT$350
863.57
睡完總裁帶球跑 / 貞子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(紅櫻桃 ;
1477) .-- ISBN 978-986-335-672-1 (平
裝) NT$210
863.57
84

塵砂追憶 / 亞次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
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
發行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329-5 (第 3 冊:平裝)
863.57
翠袖玉環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
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2528) .-- ISBN 978-986-5589-78-3 (第 1
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5589-79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5589-80-6 (第 3 冊:平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81-3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漫遊星河奮鬥錄 / 花鈴著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要有光, 11006 .-- 190 面; 21
公分 .-- (要青春 ; 80) .-- BOD .-ISBN 978-986-6992-72-8 ( 平 裝 )
NT$260
863.57
嶗山悲歌 / 張祖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(聯合文
叢 ; 679) .-- ISBN 978-986-323-388-6
(平裝) NT$340
863.57
請你擁抱我的惡夢 / 兔子說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89-0-3 (平裝) NT$270
863.57
緣是源 宗非終 :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
小說創作集. 第 27 屆 / 鄭印君主編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仁大學宗教學
系宗教文化創意產學中心, 11005 .-41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0-01-7 (平裝) NT$350
863.57
貓 / 朱西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(朱西甯作品集 ; 6) .-- ISBN 978-986387-437-9 (平裝) NT$420
863.57
總裁舔狗日常 / 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

版 : 禾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桃子熊
工作室發行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
分 .-- (紅櫻桃 ; 1478) .-- ISBN 978986-335-674-5 (平裝) NT$220
863.57
醫妻多福 / 陽光晴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藍海製作有限公司, 11005 .-328 面 ; 21 公 分 .-- ( 藍 海 系 列 ;
E105301) .-- ISBN 978-986-527-183-1
(平裝) NT$300
863.57
雙鳳旗 / 臥龍生著 .-- 臺北市 : 風雲
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冊 .-- (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 ; 2124) .-- ISBN 978-986-5589-74-5 (第 1
冊:平裝) NT$320 .-- ISBN 978-9865589-75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320 .-ISBN 978-986-5589-76-9 (第 3 冊:平裝)
NT$320 .-- ISBN 978-986-5589-77-6
(第 4 冊:平裝) NT$320
863.57
麵包戰爭 / 武子靖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界外文化, 11005 .-- 44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3-0-8 (平裝)
863.57
躁鬱宇宙 : 黃海科幻小說精選 / 黃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304 面; 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19-580-1 ( 平 裝 )
NT$320
863.57
霸凌成癮 / 彌安眠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威向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0 面;
21 公分 .-- (架空之都)(米國度書系 ;
B0050) .-- ISBN 978-986-505-197-6 (平
裝) NT$270
863.57
驅魔少女 : 前塵 / 龍雲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41-348-2 (平裝) NT$180
863.57
台仔窪神話 / 吳國安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吳國安出版 : 現代台語文研究
室發行, 11005 .-- 125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78-3 ( 平 裝 )
NT$300
863.58
惠學承文. 第 18 期 / 陳滿總編輯 .-臺中市 :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
學, 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年刊;

注 音 版 .-- ISBN 978-986-5458-91-1
(平裝)
1.兒童文學 2.兒童讀物 3.期刊
863.5905
新埔采風. 第四期 = 2021 Shin Pu
collection. 4nd issue / 蔡宛純, 李威使
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桃園區新
埔國民小學, 11006 .-- 92 面; 30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546378-6 (平裝)
1.兒童文學 2.兒童讀物 3.期刊
863.5905
我們的故事. 2021 / 社團法人雲林縣
雲林故事人協會圖文整合 .-- 初版 .-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政府, 11005 .- 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0-03-4 (精裝) NT$280
863.593
蘭陽兒童文學獎文集. 第 16 屆 / 李
明怡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[宜蘭市] : 宜
蘭縣政府, 11006 .-- 21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18-51-9 (平裝)
863.593
小故事大啟示 / 賴佳慧, 唐淑霏, 顏
毓莉改寫 .-- 新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92 面; 26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5500-95-5 (平裝) NT$180
863.596
天鷹翱翔 / 李潼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84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潼作
品集) .-- ISBN 978-957-08-5856-3 (平
裝)
863.596
安徒生童話 / 林韻華改寫 .-- 新北市 :
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 ISBN 978-986-5500-96-2 ( 平 裝 )
NT$180
863.596
字符傳說 / 鄭若珣著 ; Ila Tsou 圖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
社, 11007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51-873-6 (平裝) NT$300
863.596
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. 1, 神祕山有鬼?
/ 顏志豪文 ; 水腦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(閱讀系
85

列 ; 123) .-- ISBN 978-626-305-024-2
(平裝) NT$300
863.596
明日少女俱樂部 / 賴曉珍著 ; 六十九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
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1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5-88-2 (平裝) NT$330
863.596
金毛獅王上學去 / 余益興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少年, 11007 .-200 面; 21 公分 .-- (少年文學 ; 57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99614-4-8
(平裝) NT$250
863.596
虎姑婆 / 郝廣才文 ; 李默父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 33 公分 .-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-9865576-28-8 (精裝) NT$300
863.596
泡泡精靈. 3, 大戰深海巨獸 / 嚴淑女
文 ; 蜜可魯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
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310 (平裝) NT$280
863.596
咆 哮 山 莊 / 愛 蜜 麗 . 勃 朗 特 (Emily
Brontë)原著 ; 管家琪改寫 ; 李憶婷繪
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
社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8 面; 21
公分 .-- (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;
60) .-- ISBN 978-986-338-401-4 (平裝)
NT$220
863.596
風雨後的彩虹 / 李芷萱作.繪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,
11005 .-- 51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2-28-4 (平裝)
863.596
穿越故宫大冒險. 6 : 快雪時晴帖神
乎其技 / 鄭宗弦著 ; swawa.com 繪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80-2 (平
裝) NT$300
863.596
神跳牆. 卷一, 初戰風禾島 / 顏志豪
文 ; An Chen 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出版 : 巴巴文化

發行, 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97-6-9 ( 平 裝 )
NT$420
863.596
神跳牆. 卷二, 攻占遊戲島 / 顏志豪
文 ; An Chen 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也是文創有限公司出版 : 巴巴文化
發行, 11006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097-7-6 ( 平 裝 )
NT$480
863.596
烏龍公寓怪房客 / 賴曉珍文 ; BO2
圖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
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819 (平裝) NT$320
863.596
異能少年. 卷一, 時間怪客 / 曾詠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1-11-4 ( 平 裝 )
NT$320
863.596
異能少年. 卷二, 少女孟婆 / 曾詠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兵出版社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81-12-1 ( 平 裝 )
NT$360
863.596
博士、布都與我 / 李潼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(李潼
作品集) .-- ISBN 978-957-08-5855-6
(平裝)
863.596
當豬頭同在一起 / 彭素華作 ; 楊麗玲
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84 面; 21
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5566-65-4 (平裝) NT$300
863.596
與魔法交朋友?! / 陳茹菡, 王薏琁文 ;
陳茹菡繪 .-- 新北市 : 新北市板橋區
埔墘國民小學, 11005 .-- 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29-1 (平裝)
863.596
噴火龍上菜 / 劉思源文 ; 貓魚(蔣孟
芸)圖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愛智圖書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32 面; 38X38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-608570-3 (平裝) NT$195

863.596
親愛的快樂先生 = Dear Mr. Happy /
亞喬文 ; 鄭萱婕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信誼基金出版社, 11007 .-- 96 面;
21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161-653-7 (平裝) NT$220
863.596
醜小鴨(內含穿長筒靴的貓) = The
ugly duckling / 簡麗芬, 詹琇玲編著 ;
杜冠臻, 蔣玉勤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8 .-- 96 面; 17X16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313-000-5 (精裝)
863.596
點點奇遇記 / 金春作 ; Faye 繪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出版社, 11006 .-80 面; 21 公分 .-- (Fun 樂讀 ; 12) .-ISBN 978-986-06085-6-4 ( 平 裝 )
NT$200
863.596
苗栗縣文狀元選拔競賽得獎作品專
輯. 110 年 / 邱廷岳總編輯 .-- 苗栗市 :
苗栗縣政府, 11006 .-- 2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0-78-9 (精裝)
NT$250
863.597
大巨人,小朋友 / 郝廣才文 ; 山田和
明圖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8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6-30-1 (精
裝)
863.599
小歌手與玫瑰花 / 劉清彥文 ; 唐唐
圖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626-305-030-3 (精裝)
NT$320
863.599
小蜜瓜噗噗噗 / 高敏敏作 ; 妙蒜小農
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妙蒜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34 面; 17X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48-4-8 (精裝)
863.599
失去海洋的夏天 / 楊渡著 ; 曹俊彥
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64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93-8 (精裝)
863.599
安溪答嘴鼓 VS.百年大樹公 / 鄭文華,
王春敏, 蔡朝忠, 沈和芳, 許永和, 田
玉燕, 張信吉, 蔡景株, 陳正豐, 林榮
86

輝, 李家綺, 王苑蘋編輯 .-- 雲林縣虎
尾鎮 : 雲林縣虎尾鎮安溪社區發展
協會, 11006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650-0-0 (平裝)
NT$250
863.599
貝貝和好朋友 : 上學趣 / 劉小屁文.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局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(小小鸚鵡螺) .-- ISBN 978-957-147209-6 (精裝)
863.599
我是黑天鵝 / 劉清彥文 ; 張蓓瑜圖 .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6 面; 26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626-305-032-7 ( 精 裝 )
NT$320
863.599
我們被關在動物園裡了 / 顏志豪文 ;
李憶婷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也是文
創有限公司出版 : 巴巴文化發行,
11008 .-- 48 面; 29X21 公分 .-- 注音
版 .-- ISBN 978-986-06097-5-2 (精裝)
NT$350
863.599
故事,這條看不見的線 / 唐麗芳文 ;
張真輔圖 .-- 初版 .-- 雲林縣斗六市 :
雲林縣政府, 11005 .-- 56 面; 19X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04-1 (精
裝) NT$320
863.599
媽媽小時候 : 第一次參加婚禮 / 鄭靜
儀文 ; 陳麗雅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(小魯創作
繪本 ; 72) .-- ISBN 978-986-5566-69-2
(精裝) NT$320
863.599
熱天的時陣 / 儲玉玲著 ; 儲嘉慧繪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 面; 20X19
公分 .-- 台文繪本 .-- ISBN 978-95708-5860-0 (精裝)
863.599
恐龍在鐵道上一直奔跑 / Watan 瓦旦,
Ali 阿麗, Makao 馬告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斑馬線出版社, 11006 .-- 11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210-84 (平裝) NT$250
863.851

ari!tjumaqi.回家吧! / 李鳳恩, 洪晧綸,
高宇辰, 馬佐恩, 陳皓, 張予恩, 張詠
欣, 盧湘芸, 邱少慈, 林主恩, 洪翠英,
陳頌潔, 鄭凱倫, 蔡郁萱文.圖 .-- 初
版 .-- 屏東縣獅子鄉 : 屏東縣獅子鄉
草埔國民小學, 11005 .-- 36 面; 21X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72-08-5 (精
裝) NT$250
863.859
我小時候 : 江秋英阿嬤的生命故事 =
sunis pama iku : kungku na qenabinnus
ni bai qidung / 江秋英, 謝思盈作 ; 江
秋英圖畫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謝
思盈, 11005 .-- 40 面; 17X23 公分 .-中葛瑪蘭語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8940-7 (平裝) NT$600
863.859
消失的織布 / 廖曉蓉作.繪 .-- 初版 .-屏東市 : 國立屏東大學, 11005 .-- 5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2-19 (精裝) NT$250
863.859

西洋文學
伊索寓言 / 黃淑慧改寫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0-97-9 (平裝) NT$180
871.36
張 曼 娟 讀 王 爾 德 / 王 爾 德 (Oscar
Wilde)原著 ; 張曼娟編譯.導讀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(張曼娟的課外讀物 ; 4) .-ISBN 978-626-310-015-2 ( 平 裝 )
NT$300
1.王爾德(Wilde, Oscar, 1854-1900) 2.
英國文學 3.文學評論 873.2
自己的房間 / 維吉尼亞.吳爾芙
(Virginia Woolf)著 ; 于是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(愛經典 ; 52) .-- ISBN 978-957-139099-4 (精裝) NT$320
1.吳爾芙(Woolf, Virginia, 1882-1941)
2.女性文學 3.文學評論 873.48
英詩經典中譯及解讀 70 首 / 古添洪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萬卷樓圖書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420 面; 23 公
分 .-- (通識教育叢書. 通識課程叢刊 ;
20206) .-- ISBN 978-986-478-478-3 (平
裝) NT$600
873.51
米德鎮的春天 / 喬治.艾略特(George
Eliot)著 ; 陳錦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5 .-- 冊 .-- (商周經典名著 ; 6970) .-- ISBN 978-986-0734-43-0 (上冊:
平裝) NT$450 .-- ISBN 978-986-073444-7 (下冊:平裝) NT$450 .-- ISBN
978-986-0734-45-4 (全套:平裝)
873.57
花嫁陷阱 / 珊蒂.瓊斯作 ; 吳宗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6) .-- ISBN 978957-741-354-3 (平裝) NT$480
873.57

873.57
新亞特蘭提斯 / 法蘭西斯.培根
(Francis Bacon) ; 施博巽翻譯 .-- 新北
市 : 凱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, 11005 .- 152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2210-1-6 (平裝)
873.57
蒼蠅王(十週年紀念版) / 威廉.高汀
(William Golding)著 ; 龔志成譯 .-- 再
版 .-- 臺北市 :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
國際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, 11007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159-3 (平裝)
873.57
雙城記 / 狄更斯著 .-- 二版 .-- [新北
市] :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448 面; 21 公分 .-- (世界文
學經典名作) .-- ISBN 978-986-316802-7 (平裝)
873.57

星空下的隔離病房 / 愛瑪.唐納修
(Emma Donoghue)著 ; 楊睿珊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(臉譜小說選 ; FR6576) .-- ISBN
978-986-235-984-6 (平裝) NT$380
873.57

小公子 / 法蘭西絲.霍森.柏納特
(Frances Hodgson Burnett)作 ; 鄭淑慧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280 面;
19 公分 .-- (小木馬文學館 ; 19) .-ISBN 978-986-359-972-2 ( 平 裝 )
NT$300
873.596

致命替身 / 李查德(Lee Child)著 ; 王
瑞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8 面; 21
公分 .-- (皇冠叢書 ; 4806)(李查德作
品 ; 24) .-- ISBN 978-957-33-3736-2
(平裝) NT$380
873.57

小書房 / 艾莉諾.法瓊(Eleanor Farjeon)
文 ; 愛 德 華 . 阿 迪 佐 恩 (Edward
Ardizzone)圖 ; 李珞玟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7-424-6 (平裝) NT$350
873.596

剛 多 林 的 陷 落 / 托 爾 金 (J.R.R.
Tolkien) 著 ; 克 里 斯 多 福 . 托 爾 金
(Christopher Tolkien)編 ; 艾倫.李(Alan
Lee)繪 ; 石中歌, 杜蘊慈, 鄧嘉宛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出版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80 面; 21 公
分 .-- (小說精選. 托爾金作品集) .-ISBN 978-957-08-5859-4 (平裝)
873.57

北極熊探險隊. 1, 冰雪公主 / 艾莉克
斯.貝爾(Alex Bell)作 ; 托米斯拉夫.托
米奇(Tomislav Tomić)繪圖 ; 廖綉玉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, 11006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5-86-8 (平裝) NT$360
873.596

意外的目擊者 / 泰瑞莎.德瑞斯戈作 ;
趙丕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
面; 21 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115) .-ISBN 978-957-741-346-8 ( 平 裝 )
NT$4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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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水手與海盜 / 艾莉諾.法瓊(Eleanor
Farjeon)文 ; 李珞玟譯 .-- 新北市 : 韋
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27427-7 (平裝) NT$150
873.596

刺青媽媽 / 賈桂琳.威爾森著 ; 沙永
玲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04 面; 21
公分 .-- (小魯大獎小說 ; BSP330R) .- ISBN 978-986-5566-70-8 ( 平 裝 )
NT$320
873.596

瑪雅的舞臺 / 伊莎貝爾.阿瑟諾作 ;
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
遠足文 化事業 股份 有限公 司發行 ,
11007 .-- 4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4-01-5 (精裝) NT$320
873.599

紅噗噗與藍嚕嚕 / 茱莉亞.唐娜森作 ;
艾賽爾.薛佛勒繪畫 ; 羅吉希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字畝文化出版 : 遠足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40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00-8
(精裝) NT$350
873.596

萬事問培根 : 你的人生煩惱,塵世哲
學家有解方 / 法蘭西斯.培根(Francis
Bacon)著 ; 談瀛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(知識
叢書) .-- ISBN 978-957-13-9004-8 (平
裝) NT$350
873.6

街角的老水手 / 艾莉諾.法瓊(Eleanor
Farjeon)文 ; 愛德華.阿迪佐恩(Edward
Ardizzone)圖 ; 蔡佩妤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7-426-0 (平裝) NT$220
873.596

十月終結戰 / 勞倫斯.萊特(Lawrence
Wright)著 ; 王道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學森
林 ; YY0245) .-- ISBN 978-986-063549-2 (平裝) NT$450
874.57

萬花筒 / 艾莉諾.法瓊(Eleanor Farjeon)
文 ; 愛 德 華 . 阿 迪 佐 恩 (Edward
Ardizzone)圖 ; 李珞玟譯 .-- [新北市] :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27-425-3 (平裝) NT$250
873.596

人鼠之間 :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,20 世
紀美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 / 約
翰.史坦貝克(John Ernst Steinbeck,Jr.)
著 ; 蔡宗翰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
果出版 : 大雁出版基地發行, 11006 .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27-4-0 (平裝) NT$200
874.57

恐龍朋友在哪裡? / IglooBooks 作 ;
Arief Putra 插畫 ; 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
11006 .-- 1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8-89-8 (精裝) NT$450
873.599
帶來希望的星星女孩 / 費絲.普瑞
(Faith Pray)文圖 ; 黃筱茵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言文
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40 面; 24X24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
978-986-06417-3-8 (精裝) NT$300
873.599
超級完美 / 娜歐蜜.瓊斯(Naomi Jones)
文 ; 詹姆斯.瓊斯(James Jones)圖 ; 游
珮芸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
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
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6 .-- 36 面; 25X25 公分 .-- (繪本
滴 ; 94) .-- ISBN 978-957-9529-91-4
(精裝) NT$360
873.599

大亨小傳 / 史考特.費茲傑羅(F. Scott
Fitzgerald)作 ; 邱淑娟譯 .-- 二版 .-臺中市 :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, 11007 .- 376 面; 21 公分 .-- (愛藏本 ; 96) .-ISBN 978-986-5582-95-1 ( 精 裝 )
NT$330
874.57
克蘇魯神話. II, 瘋狂 / 霍華.菲力普.
洛夫克萊夫特著 ; 姚向輝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出版 : 英屬
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52 面; 21
公分 .-- (幻想藏書閣 ; 117) .-- ISBN
978-986-06450-7-1 (精裝) NT$499
874.57
夜未央 / 費滋傑羅(F. S. Fitzgerald)原
著 ; 湯新楣譯 ; 康士林導讀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; 桃園市 :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6 .-- 450 面; 21 公分 .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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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ISBN 978-957-655-560-2 ( 平 裝 )
NT$300
874.57
星之彩 : 洛夫特拉夫特天外短篇集 /
H.P. 洛夫特拉夫特著 ; 唐澄暐譯 .-初版 .-- 桃園市 : 逗點文創結社,
11006 .-- 224 面; 15 公分 .-- (言寺 ;
78) .-- ISBN 978-986-99661-5-3 (平裝)
NT$350
874.57
消失的匿名小說家 / 亞莉珊卓.安德
魯斯(Alexandra Andrews)著 ; 張茂芸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寞出版社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0 面; 21 公
分 .-- (Cool ; 40) .-- ISBN 978-98699244-4-3 (平裝) NT$400
874.57
張曼娟讀奧.亨利 / 奧.亨利(O. Henry)
原著 ; 張曼娟編譯.導讀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麥田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
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發行, 11006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- (張
曼娟的課外讀物 ; 1) .-- ISBN 978626-310-012-1 (平裝) NT$300
1.小說 2.文學評論 874.57
愛上經濟 : 一個談經濟學的愛情故
事(暢銷紀念版) / 羅索.羅伯茲
(Russell Roberts)著 ; 李靈芝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經濟新潮社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經濟趨勢 ; 71) .-- ISBN
978-986-06579-0-6 (平裝) NT$340
874.57
夢尋祕境卡達斯 : H.P. Lovecraft 幻
夢境小說傑作選 / H.P.洛夫克拉夫特
(H.P. Lovecraft)著 ; 李函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堡壘文化, 11007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(New black ; 4) .-- ISBN 978-98606513-7-9 (平裝) NT$350
874.57
遺忘效應 / 喬.哈特(Joe Hart)著 ; 彭
臨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
出版,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(Best 嚴選 ; 131) .- ISBN 978-986-06686-0-5 ( 平 裝 )
NT$399

874.57
骸骨花園 / 泰絲.格里森作 ; 尤傳莉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版國際
文化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48 面; 21
公分 .-- (storytella ; 24) .-- ISBN 978957-741-350-5 (平裝) NT$480
874.57
驚奇隊長 : 小心佛萊肯! / 卡利奧佩.
葛萊斯(Calliope Glass)文字 ; 羅伯.麥
克洛肯(Rob McClurkan)繪圖 ; 甘鎮隴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2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64-1 (精裝)
874.57
OK 繃女孩的夏日之傘 / 麗莎.葛瑞
芙(Lisa Graff)作 ; 何修宜譯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(金
獎小說系列) .-- ISBN 978-986-338403-8 (平裝) NT$280
874.596
地鐵求生 121 / 菲黎思.侯嫚著 ; 蔡美
玲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66-1 (平
裝)
874.596
決愛后冠. I, 誓約 / 綺拉.凱斯(Kiera
Cass)著 ; 陳岡伯翻譯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-5739 (平裝) NT$380
874.596
兔子棉花糖狂想曲 / 克萊兒.特雷.紐
伯瑞(Clare Turlay Newberry)圖.文 ; 簡
恩馨譯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34-5 (精裝)
NT$290
874.596
迪士尼樂讀童年. 4, 海洋奇緣 : 莫娜
的花漾慶典 / 蘇姍娜.法蘭西斯
(Suzanne Francis)作 ; Disney Storybook
Art Team 繪 ; 蔡文婷譯 .-- 臺北市 :
三采文化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58564-7 (平裝) NT$320
874.596

神奇馬兒卡莉蔻 : 壞人史汀克的故
事 / 維吉尼亞.李.波頓圖.文 ; 李珞玟
譯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72 面; 23 公分 .-(經典好繪本 ; 56) .-- 中英對照 .-ISBN 978-986-427-436-9 ( 精 裝 )
NT$300
874.596
般度戰士 : 許願樹之謎 / 洛希妮.查
克 西 (Roshani Chokshi) 著 ; 劉 嘉 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87-9 (平
裝) NT$420
874.596
貓姊姊與狗弟弟 / 克萊兒.特雷.紐伯
瑞(Clare Turlay Newberry)圖.文 ; 簡恩
馨譯 .-- [新北市] : 韋伯文化國際出
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32-1 (精裝)
NT$290
874.596
顛覆童話. 13, 魔豆不是傑克種的! /
莎拉. 梅林諾斯基(Sarah Mlynowski)
作 ; 舒靈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
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24 面;
21 公分 .-- (Much 讀本 ; 85) .-- ISBN
978-957-521-486-9 (平裝) NT$220
874.596
沙發薯 / 喬里約翰(Jory John)文 ; 皮
特奧瓦德(Pete Oswald)圖 ; 楊雅鈞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格林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 28 公
分 .-- (格林名家繪本館) .-- ISBN 978986-5576-31-8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阿勒普的養貓人 : 一個關於棄貓、
戰爭和愛的故事 / 艾琳.蕾登(Irene
Latham), 凱 林 姆 . 商 慈 . 巴 舍 (Karim
Shamsi-Basha)文 ; 清水裕子圖 ; 賴嘉
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40 面; 27
公分 .-- (新公民繪本 ACP) .-- ISBN
978-986-5566-72-2 (精裝)
874.599
迪士尼公主 : 公主愛烘焙 / 愛波.喬
登(Apple Jordan)作 ; 法比歐.拉古納
(Fabio Laguna), 安 瑞 亞 . 卡 哥 爾
(Andrea Cagol)插畫 ; Sabrina Liao 翻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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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8 .-- 40 面;
21 公分 .-- 中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
本 STEP 2 .-- ISBN 978-626-308-899-3
(精裝)
874.599
雪中立大功的拖拉機凱蒂 / 維吉尼
亞.李.波頓圖.文 ; 劉貞妙譯 .-- 新北
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54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典好繪
本 ; 54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427-430-7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國王有穿新衣嗎? / 安徒生文 ; 維吉
尼亞.李.波頓圖 ; 謝佳勳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60 面; 23 公分 .-- (經典
好繪本 ; 55)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427-435-2 (精裝) NT$300
874.599
動物們的晚安曲 : 給睡不著的七個
睡 眠 錦 囊 / 莫 德 . 彼 得 沙 姆 (Maud
Petersham), 米斯卡.彼得沙姆(Miska
Petersham)圖.文 ; 簡恩馨譯 .-- 新北
市 :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27-428-4 (精裝) NT$290
874.599
最愛的小貓咪 / 克萊兒.特雷.紐伯瑞
(Clare Turlay Newberry)圖.文 ; 簡恩馨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韋伯文化國際
出版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27-429-1 (精裝)
NT$290
874.599
路卡的夏天電影原著讀本 / 美國迪
士尼公司作 ; Disney Storybook Art
Team 繪 ; 蔡文婷譯 .-- 臺北市 : 三采
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(迪士尼夢想系列) .-ISBN 978-957-658-566-1 ( 平 裝 )
NT$320
874.599
翠翠掉下去了! / 科瑞.R.塔博圖.文 ;
柯倩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書
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48 面; 25
公分 .-- (iREAD) .-- ISBN 978-957-147198-3 (精裝)
874.599
邁克和他的蒸汽挖土機 / 維吉尼亞.
李.波頓圖.文 ; 徐佳渝譯 .-- 新北市 :

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,
11006 .-- 60 面; 23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427-433-8 (精裝)
NT$300
874.599
戴帽子的喵 / 喬.克拉克(Jo Clark)圖 ;
強尼.利頓(Jonny Leighton)文 ; 王心瑩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出版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96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79-4 (精裝)
NT$320
874.599
魔髮奇緣 : 窗外的世界 / 瑪莉莎.拉
岡涅羅(Melissa Lagonegro)作 ; 尚保
羅.皮涅茲(Jean-Paul Orpiñas), IBOIX
工作室(Studio IBOIX), 迪士尼繪本美
術團隊(Disney Storybook Art Team)插
畫 ; Sabrina Liao 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
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
版發行, 11008 .-- 56 面; 21 公分 .-- 中
英對照; 迪士尼雙語繪本 STEP 2 .-ISBN 978-626-308-900-6 (精裝)
874.599
*3 個問號偵探團. 12, 魔法師的陰謀
/ 晤爾伏.布朗克文 ; 阿力圖 ; 姬健梅
譯 .-- 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8 面; 21 公
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626-305016-7 (平裝) NT$300
875.596
吹牛大王歷險記 / 魯道爾夫.埃里希.
拉斯伯, 戈特弗里特.奧古斯特.畢爾
格著 .-- 新北市 : 大智文化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(經典世
界名著 ; 38) .-- ISBN 978-986-065101-0 (平裝) NT$320
875.596
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62-709-4 (平
裝) NT$280
875.596

面; 21 公分 .-- (故事館) .-- ISBN 978957-8544-84-0 (平裝) NT$550
881.357

博瑪榭<<費加洛的婚禮>> / 楊莉莉
譯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
術大學出版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36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8-1-1 (平裝)
NT$460
876.55

新同學小斑 / 吉迪恩.薩姆森(Gideon
Samson)著 ; 喬倫.約書亞(Joren Joshua)
繪 ; 林敏雅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遠見天 下文化 出版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6 .-- 96 面; 2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5-195-6 (平裝) NT$300
881.6596

惡魔詛咒的紅圈 / 莫理士.盧布朗原
著 ; 東方編輯部改寫 ; 吳健豐繪圖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東方出版社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32 面; 21
公分 .-- (亞森.羅蘋傳奇系列 ; 18) .-ISBN 978-986-338-402-1 ( 平 裝 )
NT$260
876.596

假如我是...... / 密思.凡.浩特(Mies van
Hout)作.繪 ; 呂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 面; 29 公分 .-- 注音版 .-ISBN 978-986-522-837-8 ( 精 裝 )
NT$320
881.6599

爸爸的小貨車 / Mori 三木森作.繪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拾 光 工 作 室 ,
11007 .-- 40 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736-3-5 (精裝) NT$330
876.599
爺爺是怎麼消失的? / 葛洛莉雅.戈拉
內爾(Glòria Granell)文 ; 金恩.托雷斯
(Quim Torres)繪 ; 葉淑吟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48-997-0 (精裝) NT$300
878.599

其他各國文學；美洲、非
洲、大洋洲文學

你 無 聽 -- 過 ê 格 林 童 話 / Brüder
Grimm 原著 ; 邱偉欣台譯 ; 近藤綾
(木戶愛樂)插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前衛出版社, 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
分 .-- (台語文學叢書 ; K124) .-- ISBN
978-957-801-947-8 (精裝) NT$450
875.596

張 曼 娟 讀 契 訶 夫 / 契 訶 夫 (Anton
Pavlovich Chekhov)原著 ; 張曼娟編譯.
導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176
面; 21 公分 .-- (張曼娟的課外讀物 ;
2) .-- ISBN 978-626-310-013-8 (平裝)
NT$300
1.契訶夫(Chekhov, Anton Pavlovich,
1860-1904) 2.小說 3.文學評論
880.57

蘋果樹小女巫 : 保衛磨坊大作戰 / 薩
比娜.斯塔丁(Sabine Städing)文 ; 薩賓
娜.比希納(SaBine Büchner)圖 ; 張懌
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上誼文化實
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36 面; 21

偵探莎莉的世界大冒險 / 雅各布.魏
格流士(Jakob Wegelius)著 ; 林敏雅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出版 :
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
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- 4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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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顧媽媽我很會 / 瑪麗可.布蘭克特
(Marieke Blankert)著 ; 郭騰傑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宇宙文化出版 : 方
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17-1-4 (精裝) NT$300
881.6599
1 、 2 、 3, 上 學 去 ! / 瑪 麗 安 . 杜 布
(Marianne Dubuc)文.圖 ; 辛兆瑜譯 .-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8 .-- 32 面; 30
公分 .-- (繪本館 ; BKI242) .-- ISBN
978-986-525-197-0 (精裝) NT$350
881.7599
變形記 / 法蘭茲.卡夫卡著 ; 方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
21 公分 .-- (愛經典 ; 51) .-- ISBN 978957-13-9093-2 (精裝) NT$250
882.257
在所有母親之間 / 艾希莉.歐娟
(Ashley Audrain)著 ; 王娟娟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67-6 (平裝)
NT$380
885.357
野蠻法國行 / 派崔克.德威特(Patrick
deWitt)著 ; 胡訢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(藍小
說 ; 312) .-- ISBN 978-957-13-8992-9
(平裝) NT$360

885.357
最 後 的 告 別 / 艾 琳 . 凱 爾 西 (Elin
Kelsey)作 ; 金素妍繪 ; 李貞慧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銀河文化, 11007 .-32 面 ; 3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643-0-0 (精裝) NT$320
885.3599
苦妓回憶錄 / 加布列.賈西亞.馬奎斯
(Gabriel Garcia Marquez)著 ; 葉淑吟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文化出版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 (皇冠叢書 ; 4952)(CLASSIC ; 112) .- ISBN 978-957-33-3743-0 (平裝)
885.7357
失 落 詞 詞 典 / 琵 璞 . 威 廉 斯 (Pip
William)著 ; 聞若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7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54-6 (平裝) NT$450
887.157
勇敢 的克蘭西 / 拉凱. 休謨(Lachie
Hume)文圖 ; 詹宛樺翻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(兒童
博雅 ; 125) .-- ISBN 978-986-522-8002 (精裝) NT$300
887.1599
說謊鳥 / 蘿拉.邦廷(Laura Bunting)作 ;
菲利浦.邦廷(Philip Bunting)繪 ; 謝靜
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
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32 面;
28 公分 .-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5713-9107-6 (精裝)
887.1599

藝術類
總論
渦旋造形之象徵意義研究 / 陳瀚凱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66-6 (平裝)
1.藝術哲學 2.符號學 3.視覺藝術
901.1
藝術顧問寫給職場工作者的「邏輯
式藝術鑑賞法」 : 運用五種思考架
構,看懂藝術,以理性鍛鍊感性 / 堀越
啓著 ; 林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

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482-6 (平裝) NT$380
1.藝術欣賞 901.2
觀看的方式 / 約翰.伯格(John Berger)
著 ; 吳莉君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
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020-6 (平裝) NT$280
1.藝術欣賞 901.2
由藝術座標到星際座標 : 從畫廊主
到畫協理事長的望遠與踏實 / 楊清
彥, 鍾經新合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有鹿文化事 業有限 公司 , 11006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(看世界的方法 ;
193) .-- ISBN 978-986-06075-5-0 (平裝)
NT$450
1.藝術行政 2.組織管理 901.6
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導論 / 殷寶寧,
王志弘, 劉俊裕, 魏君穎, 王怡蘋, 朱
宗慶, 廖新田, 林詠能, 賴瑛瑛, 蔡幸
芝, 李乾朗, 胡懿勳, 王俐容, 林冠文,
古淑薰, 黃光男作 ; 殷寶寧主編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7 .-- 368 面; 24 公分 .-- (藝
術管理與文化政策 ; 4) .-- ISBN 978957-732-616-4 (平裝) NT$560
1.藝術行政 2.組織管理 3.文化政策
901.6
刀藝雙馨 : 宋崗藝術創作特輯 =
Sung Kang art special collection / 宋崗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廿八田實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64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86-93407-6-2 ( 平 裝 )
NT$5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日心說 :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美術班.
第 22 屆 /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編 .-[苗栗市] :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,
11006 .-- 64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1-34-9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失序的視野 :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
質創作與設計系畢業展. 第十二屆 /
材質創作與設計系第十二屆美宣組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南藝術
大學材質創 作與設 計系 , 11005 .-27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425-4-9 (精裝) NT$11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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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拉之卵 KARANOTAMAGO : 北藝
大美術學系碩士班. 108 級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
院, 11006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88-2-8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世紀藝行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南高
屏地區校友會員聯展作品輯. 2021 /
王俊夫主編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國立
臺灣藝術大學校友會, 11007 .-- 151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2-06 (精裝)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回藝沙漏 : 美術才能班畢業作品集.
第 37 屆 / 高月蓮執行編輯 .-- 新竹
市 :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
學, 11006 .-- 88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34-2-8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依山 :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
系展專刊. 第十三屆 / 林昶戎主編 .-臺東市 :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
系, 11005 .-- 60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65-4-2 ( 平 裝 )
NT$9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青春實驗室 :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
學美術班畢業專刊. 109 學年度第十
三屆 / 葉沛晴總編輯 .-- 苗栗縣苑裡
鎮 : 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, 11005 .- 6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20-76-5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風城美展. 第十九屆 = Hsinchu City
Art Exhibition. 19th / 黃竫蕙總編輯 .-新竹市 : 新竹市文化局, 11005 .-- 120
面 ; 25X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421-79-3 (精裝) NT$3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高 雄 獎 . 2021 = Kaohsiung Awards
2021 / 魏鎮中執行編輯 .-- 第一版 .-高雄市 : 高雄市立美術館, 11005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5465-31-5 (平裝附數位影音
光碟) NT$65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啊!就是這樣 :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
術系畢業專刊(特優). 110 級 = Tainan
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
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
/ 美術系 110 級印刷組, 天晴文化事

業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應用科技
大學美術系, 11006 .-- 116 面; 24X2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15-61-1 (精
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啊!就是這樣 :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
術 系 畢 業 專 刊 . 110 級 = Tainan
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
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 exhibition
/ 美術系 110 級印刷組, 天晴文化事
業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應用科技
大學美術系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615-57-4 (第 1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5615-58-1 (第 2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5615-59-8 (第 3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5615-60-4
(第 4 冊: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逐藝 :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國中
部美術班畢業作品輯. 第 22 屆 / 第
二十二屆美術班全體同學作 .-- 苗栗
縣頭份市 :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,
11005 .-- 125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0-75-8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荼蘼 = to Me / 張莛婕, 簡華萱總編
輯 .-- 高雄市 :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,
11005 .-- 160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51-33-2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畫說四季 : 桃園國小美術班作品集.
109 學年度 / 陳巧恩等 113 位著作 .-桃園市 :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
學, 11006 .-- 168 面; 25X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3-75-5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新竹市美術協會 : 李澤藩創會 50 週
年會員巡迴展. 2021 / 江雨桐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市 : 新竹市美術協
會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666-1-6 (精裝) NT$36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認同的例外 : 他們的飛行紀事 / 汪正
翔, 黃錫鈞, 黃弘川, 薛敬議合著 .-嘉義縣六腳鄉 : 莊文松出版 ; 苗栗縣
苑裡鎮 : 本來出版文化發行, 11006 .- 240 面; 8X1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894-3 (平裝) NT$5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臺南市師美學會二十四週年暨臺師
大美術系教授聯合美展 / 何忠術執

行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師美學會,
11006 .-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8542-8-0 (平裝) NT$5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嘉義市青溪新文藝學會. 2021 / 簡國
勝總編輯 .-- 嘉義市 : 嘉義市青溪新
文藝學會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87203-3-6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齊聚藝堂 :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
學 美 術 班 成 果 展 作 品 集 =
ARTogether /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
學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西區
大 同 國 民 小 學 , 11006 .-- 146 面 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959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臺灣美術展. 2021 = 2021 Fine art
exhibition of Taiwan / 潘蓬彬總編輯 .- 初版 .-- 宜蘭縣壯圍鄉 : 社團法人
臺灣美術協會, 11005 .-- 12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38-0-3 (精
裝) NT$1000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之呼吸 : 美之型-水到渠成 : 雲林
縣斗六國民小學美術班成果作品集.
第 6 屆 2021 = Douliou Art / 李員廣,
許丞鎧, 江厔軒, 丁于庭等 110 位 .-雲林縣斗六市 :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
國民小學, 11005 .-- 156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0-01-0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天宮 :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
等學校美術班畢業畫冊. 第二十三屆
= How to become an artist / 饒逸蓁, 蔡
旻欣, 蔡佩琪, 謝政燁, 姚仲鈞編輯小
組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
級中等學校, 11006 .-- 16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92-8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代 EAT 代 / 嘉義高級中學第 29 屆
美術班作 .-- 嘉義市 : 國立嘉義高級
中學, 11005 .-- 144 面; 20X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1-32-5 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關於,記憶與情感的幾何 =
Those,about the geometry of memory
and mood / 趙茂東總編輯 .-- 1 版 .-新北市 : 問空間工作室, 11006 .-- 6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50-42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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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藝術 2.作品集

902.33

藝旅風情 : 許合和八十巡迴展 : 家族
三代陶藝對畫聯展 / 許合和, 汪淑華,
許智邦, 許瑋臻作 .-- 南投縣南投市 :
智邦數位多媒體有限公司, 11006 .-15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68-0-0 (精裝) NT$1000
1.藝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情 : 新北市立福和國中藝才美術
班畢業畫冊. 2021 第 39 屆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,
11005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2-35-2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異非凡 : 臺中市大元國小藝術才
能美術班作品集. 2021 第十屆 / 王怡
月總編輯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大里區
大元國小美 術班班 親會 , 11006 .-120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953-7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術狠有市 : 苗栗縣大同國小美術
班畢業專輯. 第三十屆 / 張柚蓁總編
輯 .-- 苗栗縣苗栗市 : 苗栗縣大同國
民小學美術班出版 : 苗栗縣大同國
小 第 30 屆 美 術 班 班 親 會 發 行 ,
11006 .-- 144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0-77-2 (平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童天下 :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
小學美術班作品集. 第二十一屆 / 劉
奕忻, 吳珮甄, 游美芳, 李偉暐編輯委
員 .-- 1 版 .-- 宜蘭縣羅東鎮 : 宜蘭縣
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, 11006 .-- 8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18-50-2
(精裝)
1.美術 2.作品集 902.33
藝創未來 : 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國
際論壇論文集. 2021 = Creating the
future with art : international symposium
on children's education in the art
museum proceedings. 2021 / 葉淑芳,
王麗雁, 江學瀅, 吳紹群, 吳岱融, 井
田明宏, 沈孝真, Kimberly Crowell, 劉
家倫, 郭姿瑩, 黃素雲, 蔡惠羽撰文 ;
劉俊蘭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立
美術館, 11005 .-- 305 面; 29X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63-79-3 (精裝)
NT$1000
1.藝術教育 2.兒童教育 3.文集
903.07

MoCA studio+MoCA cube 專刊. 2020 /
駱麗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臺北當代
藝術館, 11005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98966-8-9 (平裝)
1.藝術展覽 2.現代藝術 3.作品集
906.6

上海.香港.時代曲紀夢詩 / 陳煒舜
著 .-- 臺北市 : 唐山出版社出版 : 正
港資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07-199-0 (平裝) NT$390
1.流行音樂 2.音樂史 3.上海市
910.92

臺南市美術館年報. 2020 / 林育淳總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臺南市美術
館, 11006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7-20-1 (平裝)
1.臺南市美術館 906.8

臺灣音樂史 / 呂鈺秀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6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52-1 (平裝) NT$680
1.音樂史 2.臺灣 910.933

譯鄉聲影 : 文化、書寫、影像的跨
界敘事 / 施如芳, 吳瑪悧, 黃涵榆, 楊
乃女, 王怡茹, 吳珮慈, 孫松榮, 王萬
睿, 林子晴, 王震宇, 陳俊強, 翁素涵,
陳彥豪, 蔡慶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41-5 (平裝) NT$550
1.藝術 2.文集 907

指揮的落棒與起棒 : 理論的、藝術
的、效率的 / 顧寶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7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70-3 (精裝) NT$400
1.指揮 2.樂曲分析 911.86

音樂
超成功鋼琴教室改造大全 : 理想招
生七心法 / 藤拓弘作 ; 李宜萍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樂出版事業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- (音
樂日和 ; 14) .-- ISBN 978-986-964777-9 (平裝) NT$299
1.音樂教育 2.企業管理 3.鋼琴
910.3
Love & Speak Yourself「全球第一男
團」演唱會幕後製作全紀錄 : 從出
道 Showcase 到 世 界 級 體 育 館 巡
迴.KPOP 王者疾速成長 live 紀實 /
金尚旭作 ; 金允珠繪 ; 莫莉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
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發行, 11006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(地球觀 ; 60) .-- ISBN 978-986-384544-7 (平裝)
1.流行音樂 2.韓國 910.39
當音樂響起,你想起誰 / 吳孟樵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銳文創, 11008 .-250 面; 21 公分 .-- (新美學 ; 56) .-BOD 版 .-- ISBN 978-986-5540-49-4
(平裝) NT$300
1.流行音樂 2.電影音樂 3.文集
910.7

歌唱達人 : 如何教導青少年唱歌 /
Kenneth H. Phillips 著 ; 裘尚芬翻譯 .- 再版 .-- 桃園市 : 原笙國際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4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842-7-6 (平裝) NT$800
1.歌唱法 2.音樂教育 913.1
THE REVIEW 當我們討論 BTS : 嘻
哈歌手與 IDOL 之間的音樂世界,專
輯評論 X 作家專欄 X 跨領域專家對
談,深度剖析防彈少年團 / 金永大著 ;
曹雅晴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足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堡壘文化,
11006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(Self-heal ;
4) .-- ISBN 978-986-06513-5-5 (平裝)
NT$560
1.歌星 2.流行音樂 3.樂評 4.韓國
913.6032
*紅樓夢詩詞韻文唸唱 / 曹雪芹詩詞.
韻文 ; 唐美惠句譯.譜曲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唐美惠, 11005 .-- 331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49-3 (平
裝) NT$800
1.詩文吟唱 915.18
小鱷魚的神奇鋼琴 / Marion Billet 作.
插畫 ; 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禾流文創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4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8-881 (精裝)
1.鋼琴 2.音樂教育 3.幼兒教育
917.1
製簫與調理 / 陳順先編訂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陳順先, 11006 .-- 120 面;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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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9-3 (平
裝) NT$1300
1.簫 919.13

建築
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. 2020 : 覓 =
Guandu international nature art festival :
seek / 韓筱賢, 葉瑞方, 孫霖琳, 吳琴
萱撰文 ; 何麗萍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社團法人臺北市野鳥學會關
渡自然公園管理處, 11005 .-- 165 面;
26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986-97837-1-2 (精裝) NT$650
1.環境藝術 2.公共藝術 920
五五剖面 :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
畢業專刊. 105 級 = 55'section : NUU
archi 2021 thesis design / 2021 國立聯
合大學建築學系 105 級畢籌會作 .-苗栗市 :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,
11006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531-9-4 (精裝)
1.建築美術設計 2.作品集 920.25
成大建築壹 O 玖級畢業設計. 2021 =
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
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hesis design
projects review. 2021 / 江雨艾, 陳威竹
主編 .-- 臺南市 :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
學系, 11006 .-- 384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47-9-0 (平裝)
1.建築美術設計 2.作品集 920.25
在建築中發現夢想 : 安藤忠雄的建
築原點 / 安藤忠雄著 ; 許晴舒譯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 : 大雁出
版基地發行, 11006 .-- 36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3-8-3 (平裝)
NT$360
1.建築 2.文集 920.7
John Liao 廖韋強 : 大音希聲 大美無
言 / 廖韋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
鵬展翅藝文發展有限公司, 11007 .-224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1068-8-7 (精裝) NT$1880
1.廖韋強 2.建築師 3.自傳 4.臺灣
920.9933
精品住宅建築. II / 莊亦吏執行編
輯 .-- 臺北市 : 臺灣建築報導雜誌社,
11006 .-- 254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017-1-8 (精裝) NT$600
1.房屋建築 2.建築美術設計 3.臺灣
928.33

雕塑
肉身採藥 : 廖乾杉雕塑創作 =
Remedy for the body : sculpture solo
exhibition by Liao, Cian-Shan / 廖乾杉
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
蘆墩文化中心, 11006 .-- 76 面; 25X26
公分 .-- (藝術薪火相傳: 臺中市美術
家接力展. 第 11 屆) .-- ISBN 978-9865458-94-2 (平裝) NT$350
1.雕塑 2.作品集 930
辛丑紀年印隨筆 : 陳宏勉篆刻手札 /
陳宏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君香室,
11005 .-- 230 面; 17 公分 .-- (君香室
叢書 ; 17) .-- ISBN 978-986-93272-5-1
(平裝) NT$200
1.篆刻 2.文集 931.07
心藝傳神 : 陳啓村雕塑展 =
Expressing the spirit through the art of
the mind / 陳啓村作 .-- 臺中市 : 臺中
市政府文化局, 11007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6267001-00-4 (平裝) NT$300
1.木雕 2.作品集 933
吾與為樂 : 文化尋根 創價藝文典藏
系列展 = To share my joy is a pleasure :
searching for the root of culture - The
exhibition series of soka culture
permanent collections / 台灣創價學會
文化總局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創價文教基金會, 11008 .-- 72 面;
25X26 公分 .-- (文化尋根建構台灣百
年史. 2021 年, 創價文化藝術系列) .-ISBN 978-957-9566-75-9 (平裝)
1.版畫 2.作品集 937
版繹時代 : 桃園國際版畫展. 2021 =
Taoyuan International Print Exhibition /
劉錫權, 林仁信策展 .-- 桃園市 : 桃
園市政府文化局, 11005 .-- 296 面;
26X25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
978-986-5463-76-2 (平裝) NT$1300
1.版畫 2.畫冊 937
少年、煙霧與傘 = Teenagers,smoke
and umbrellas / 李迪權版畫.文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李迪權, 11006 .-1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961-2 (平裝) NT$950
1.木版畫 2.畫冊 937.1
海裡來的沙,山頂吹的風 : 行動陶藝
美學館 / 倪婉萍, 黃海鳴, 黎翠玉, 孫
福昇專文撰稿 .-- 宜蘭縣頭城鎮 : 苔

米青文化工作室, 11006 .-- 56 面; 25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4-0-5 (平
裝)
1.陶瓷工藝 2.藝術展覽 938
精彩.適時 : 臺華窯四十年彩瓷特輯 /
劉國興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臺華
陶瓷有限公司, 11006 .-- 28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801-7-0 (平
裝) NT$2500
1.陶瓷畫 2.水墨畫 3.作品集 938.3

書畫
This is 達 利 / 凱 薩 琳 . 英 葛 蘭
(Catherine Ingram)著 ; 安德魯.萊伊
(Andrew Rae)繪 ; 李之年譯 .-- 增訂二
版 .-- 臺北市 :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出
版 :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80 面; 23 公分 .-- (Mirror ;
21) .-- ISBN 978-986-98214-8-3 (平裝)
NT$280
1.達利(Dali, SaLvador, 1904-1989) 2.
畫家 3.傳記 4.西班牙 940.99461
臺北故宮裏的虞山 / 林天人, 林莉娜,
韋力, 張譽騰, 曾紀剛, 馮明珠, 潘天
壽文字撰述 ; 趙麗娜主編 .-- 第一
版 .-- 彰化市 : 台灣兩岸書院文化事
業有限公司出版 ; 臺北市 : 南天書局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4 .-- 23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26-0-4 (精
裝) NT$1800
1.書畫 2.藝術評論 3.文集 941
兒童繪畫賞析 : 丁占鰲講評 / 丁占鰲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虹文化企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 注音版 .-- ISBN 978-986-94928-5-0
(平裝)
1.兒童畫 2.畫論 941.47
*千里共嬋娟 : 聆閒雅集 / 吳玲嬋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可否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34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51-0-0 ( 精 裝 )
NT$15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林文彬翰墨創藝展 = Lin Wew Ping's
Ink Art Exhibition .-- 臺中市 : 林文彬
(臺中市), 11006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48-6 ( 平 裝 )
NT$3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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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世獨立 : 陳伯南作品集 / 陳伯南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百丈山房,
11005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52-0-9 (平裝) NT$15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故鄉情 藝游夢 : 高素娟書畫展 / 高
素娟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素
娟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60-5 (平裝) NT$10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蔡素琴八秩書畫集 / 蔡素琴主編 .-臺北市 : 蔡素琴, 11007 .-- 9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25-4 (平
裝) NT$1000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5
浮游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
學系進修學士班畢業專刊. 110 級 /
游美蘭, 林寧, 蘇奕如, 李洛萱, 江泓
誼, 洪啓修, 林宇勳, 高定, 朱維靖, 劉
品萱, 江美英, 林佑真, 鄧楚伊, 吳宜
霖, 朱曼華, 王奕勛, 鍾享承, 李世鈞,
曾淑惠, 李欣蓉, 劉彥伶, 鍾宇翔, 吳
玉熙, 趙俞榛, 宋慈慧合編 .-- 新北
市 :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書
畫藝術學系, 11006 .-- 16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8-6-2 (精裝)
1.書畫 2.作品集 941.6
元 趙孟頫膽巴碑 / 吳鴻鵬修復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
出版部, 11005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(修復放大碑帖選集 ; 28) .-- ISBN
978-986-99113-8-2 (平裝) NT$180
1.法帖 943.5
書藝風采 : 文化尋根創價藝文典藏
系列展 = The elegance of calligraphy :
searching for the root of culture - The
exhibition series of soka culture
permanent collections / 台灣創價學會
文化總局編輯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
創價文教基金會, 11007 .-- 72 面;
25X26 公分 .-- (文化尋根建構台灣百
年史. 2021 年, 創價文化藝術系列) .-ISBN 978-957-9566-76-6 (平裝)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臺北士林長青墨趣 / 尤玉莞, 呂景賢
編輯 .-- 臺北市 : 張志千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721 (平裝) NT$500
1.書法 2.作品集 943.6
寫一手好字 : 硬筆書法字帖. 部首偏
旁篇. 1(楷書) / 侯信永編著 .-- 初版 .-

- 嘉義縣六腳鄉 : 藝峰書法學苑,
11006 .-- 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3190-7-2 (平裝) NT$180
1.習字範本 2.楷書 943.9
中國繪畫的色彩 / 蘇慶田著 .-- 初
版 .-- 高 雄 市 : 汶 采 有 限 公 司 ,
11005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7901-38-5 (平裝) NT$380
1.中國畫 2.色彩學 944
渡海 / 靜宜書屋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6 .- 16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59-8 (平裝) NT$500
1.張大千 2.溥心畬 3.中國畫 4.畫論
945.5
嘉義市象外水墨研究會會員聯展專
輯. 2021 / 一登視覺設計編輯 .-- 嘉義
市 : 嘉義市象外水墨研究會, 11005 .- 72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2888-6-7 (平裝)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5
建築物風景 / 日貿出版社作 ; 邱顯惠
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 (水墨畫多人創作系列. 墨技的發
現) .-- ISBN 978-957-9559-94-2 (平裝)
NT$450
1.水墨畫 2.繪畫技法 945.5
描繪光 / 日貿出版社作 ; 邱顯惠翻
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(水墨畫多人創作系列. 墨技的發
現) .-- ISBN 978-957-9559-95-9 (平裝)
NT$450
1.水墨畫 2.繪畫技法 945.5
屋下ㄟ花 = My memories of flowers in
my garden / 吳嘉陵圖.文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華夏書坊, 11005 .-- 17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161-7-8
(平裝) NT$250
1.工筆畫 2.花卉畫 3.畫冊 945.6
漫遊.修行 : 吳烈偉創作展 = Journeys
practice : an exhibition of works of Wu
Lieh Wei / 吳烈偉作 .-- 桃園市 : 吳烈
偉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81-3 (精裝) NT$1500
1.水墨畫 2.畫冊 945.6
藝韻 : 張若琳師生聯展 = Artistic
charm / 張若琳, 徐鳳嬌, 陳虹妙, 華
林玉涵, 詹貴珠, 蔡綠綠, 蘇美貴作 .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張若琳, 11005 .--

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851-6 (平裝) NT$500
1.工筆畫 2.水墨畫 3.畫冊 945.6
躍然紙上 : 張躍懷作品集 / 張躍懷創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張志鴻,
11006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905-6 (平裝)
1.水墨畫 2.篆刻 3.畫冊 945.6
零基礎速寫入門教程 / 飛樂鳥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
11008 .-- 159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7-692-5 (平裝) NT$320
1.素描 2.繪畫技法 947.16
一支筆、一張紙輕鬆學禪繞畫 : 提
高專注力 x 減輕焦慮 x 放鬆身心靈 /
潘迎華 Amanda Pan 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52-8 (平裝)
1.禪繞畫 2.繪畫技法 947.39
禪 繞 畫 入 門 / 芮 克 . 羅 伯 茲 (Rick
Roberts), 瑪 利 亞 . 湯 瑪 斯 (Maria
Thomas)著 ; 好心藝團隊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易趣有限公司, 11008 .-200 面; 15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68-1-6 (第 1 冊:平裝) NT$350
1.禪繞畫 2.繪畫技法 947.39
禪 繞 畫 之 書 / 芮 克 . 羅 伯 茲 (Rick
Roberts), 瑪 莉 亞 . 湯 瑪 斯 (Maria
Thomas)著 ; 好心藝團隊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易趣有限公司, 11008 .-160 面; 15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68-0-9 (平裝) NT$300
1.禪繞畫 2.繪畫技法 947.39
古風漫畫臨摹素材 這本就夠了 / 噠
噠貓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
化出版社, 11007 .-- 208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77-689-5 ( 平 裝 )
NT$320
1.漫畫 2.繪畫技法 947.41
白話字翠青夢 / 黃俊維, Hâⁿ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館,
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2-335-6 (平裝) NT$200
1.漫畫 947.41
白話字翠青夢 / 黃俊維, Hâⁿ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館,
11006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台文版 .- ISBN 978-986-532-336-3 ( 平 裝 )
NT$200
1.漫畫 947.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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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波絲卡.人生拼貼 / 愛麗絲.米蘭妮
(Alice Milani)著.繪 ; 林蔚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144 面; 24 公分 .-(iMAGE3 ; if0035) .-- ISBN 978-9860777-05-5 (平裝)
947.41
我家的貓養了一頭龍?! / 神虫からす
み作 ; 林芷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8 .-- 125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95-6
(平裝) NT$320
1.漫畫 947.41
娘惹回憶錄 = Memories of nonya / 張
福英原作 ; 黃柏樺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國立臺灣文學館, 11007 .-- 2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370 (平裝) NT$200
1.張福英 2.漫畫 3.傳記 947.41
無形無影的蠱毒 / 劉潔淇, 鄭立偉故
事 ; 慢漫畫工作室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X 怪奇偵察隊 ; 5) .-- ISBN
978-986-5588-25-0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楓之谷大冒險 / 宋道樹作 ; 徐正銀
繪 ; 徐月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
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00
面; 25 公分 .-- (Maple Story 奇幻學習
旅程) .-- ISBN 978-957-658-586-9 (第
28 冊:平裝) NT$300
1.漫畫 947.41
暗天街綺想夜曲 / 壺也著 ; 蕭辰倢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3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4-645-0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漫畫編劇特訓班 : 設定、劇情、角
色、插曲一本就通! / 田中裕久著 ;
王啟華譯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出
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
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7 .-184 面; 26 公分 .-- (學習館 ; 18) .-ISBN 978-986-0734-61-4 ( 平 裝 )
NT$450
1.漫畫 2.繪畫技法 947.41
貓會跳舞的小鎮 / Agathe Xu 圖 ; 老
王編劇 .-- 初版 .-- [臺東縣長濱鄉] :
徐佩涵, 11007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

ISBN 978-957-43-8891-2 ( 平 裝 )
NT$490
1.漫畫 947.41

11007 .-- 15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75-8 (平裝) NT$350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
11006 .-- 42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685-6 (精裝) NT$1680
1.插畫 2.植物 3.繪畫技法 947.45

靈木神主 : 佛羅里達.沼澤.巨鱷 / 李
國權作 ; 太陽兵團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小角落文化出版 : 台灣角川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(X 尋寶探險隊 ; 31) .-- ISBN
978-986-5588-26-7 (平裝)
1.漫畫 947.41

奇幻插畫繪製技法 / 黃建芳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黃建芳, 11006 .-- 15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608 (平裝) NT$32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
超異能少女作畫資料集 / 夏子, 天領
寺セナ, 珠樹みつね, yu-ra, つのびん
作 ; 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8 .-- 143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93-2 (平
裝) NT$38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
Fluffy : 嚴選人氣繪師作品集 佐倉織
子 / 佐倉織子著 ; 王怡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30-6 (平裝)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大 人 系 女 孩 の 手 繪 插 畫 課 / Anly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68 面; 21
公分 .-- (bon matin ; 136) .-- ISBN 978986-384-547-8 (平裝) NT$38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手槍繪製設定資料集 / 村田峻治作 ;
陳聖怡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
文化出版社, 11008 .-- 159 面; 2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94-9 (平裝)
NT$420
1.插畫 2.槍械 3.繪畫技法 947.45
水槽 : Daisuke richard making & works
/ Daisuke Richard 著 ; 王怡山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42-9 (平裝)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可以與小道具一起搭配使用的插畫
姿勢集 / HOBBY JAPAN 作 ; 林廷健
翻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9559-97-3 ( 平 裝 )
NT$380
1.插畫 2.漫畫 3.繪畫技法 947.45
妄想成真!女體臨摹練習簿 / B-銀河
作 ; 林農凱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7 .-- 143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-687-1 (平
裝) NT$380
1.插畫 2.漫畫 3.人物畫 4.繪畫技法
947.45
我真她 X 的背 / 閑女子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
果然我的青春戀愛喜劇搞錯了 :
Ponkan8 畫集 / Ponkan8 作 ; Runoka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 尖 端出版 發行 , 11007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875-7 (平裝)
1.插畫 2.畫冊 947.45
風的日記 : AmelieHsieh 謝耘耘插畫
作品集 / 謝耘耘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
市 : 謝耘耘, 11008 .-- 8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80-3 (平裝)
1.插畫 2.作品集 947.45
動漫神構圖 畫出女團表現力 / 複數
構圖研究會作 ; 洪薇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楓書坊文化出版社, 11007 .-1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7688-8 (平裝) NT$380
1.插畫 2.漫畫 3.人物畫 4.繪畫技法
947.45
畫出我的超萌感角色與動物 : 啟發
想像力的 5 步驟簡單畫畫書 / Lulu
Mayo 原著 ; 張雅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6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33-6 (平裝)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復古摩登的和裝女子 : 角色人物設
計指引書 / 神威なつき著 ; 楊哲群翻
譯 .-- 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9559-91-1 ( 平 裝 )
NT$400
1.插圖 2.繪畫技法 947.45
植物藝術繪畫聖經 : 美國最具權威
的 ASBA 協會頂尖畫師教你畫 / The
American Society of Botanical Artists
著 ; 杜蘊慧, 紀瑋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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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景具現化!中世紀景色變化技巧 /
J.taneda, 屋久木雄太, Yuki Naohiro 編
著 ; 沈俊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瑞
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1497-2 (平裝) NT$45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跟我學原子筆 Q 版插畫 / Takashima
Yooco 文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智
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3581-6 (平裝) NT$340
1.插畫 2.繪畫技法 947.45
漫畫基礎素描 : 放閃姿勢的表現技
法 / 林晃作 ; 林芷柔翻譯 .-- 新北市 :
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59-96-6 (平裝) NT$380
1.插畫 2.漫畫 3.繪畫技法 947.45
世界兒童繪畫巡迴展 : 新光三越兒
童創意繪畫比賽. 第 20 屆 = Global
children's art exhibition : the 20th
annual Shin Kong Mitsukoshi children's
art exhibition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
團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會,
11006 .-- 9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3424-7-7 (平裝) NT$500
1.兒童畫 2.畫冊 947.47
*人間池塘 : 張大千、文人與荷花藝
術大展 = The earthly pond : artworks
of lotus by Chang Dai-Chien and other
artists / 廖新田, 如常主編 .-- 臺北市 :
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2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115-2-1 (精裝) NT$900
1.繪畫 2.花卉畫 3.畫冊 947.5
情話情畫 : 姚進成作品集 = Words of
feelings pictures of feelings / 姚進成
作 .-- 第一版 .-- [新北市] : 零極限文
化出版社, 11007 .-- 60 面; 22X21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62-0-7 (平裝)
NT$380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
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57-438859-2 (平裝)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
圓滿紫蓮 / 李溪泉, 陳玉庭, 邱凱偉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新
北市私立紫蓮慈善事業基金會,
11005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69-0-9 (平裝)
1.繪畫 2.畫冊 947.5

空 中 之 有 Mass movement energy :
beverly barkat 個展 / 鍾經新主編 .-第一版 .-- 臺中市 : 大象藝術空間館,
11006 .-- 68 面; 24 公分 .-- 中英對
照 .-- ISBN 978-986-99062-4-1 (平裝)
NT$72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
典藏論叢 : 桃園市立美術館油畫暨
水 彩 類 典 藏 研 究 專 刊 . 2020 = A
compilation of classics : 2020 research
on Taoyuan Museum of fine arts' oil
painting and watercolor collection / 陳
貺怡, 陳懷恩, 謝佳娟, 邱琳婷撰文 ;
劉俊蘭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立
美術館, 11005 .-- 32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3-71-7 ( 精 裝 )
NT$500
1.油畫 2.水彩畫 3.學術研究 4.文集
948.07
如寫真般栩栩如生的色鉛筆仿真畫
技 / 三上詩绘作 ; 周欣芃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邦聯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睿其書房出版 : 邦聯文化事業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128 面; 26 公
分 .-- (愛生活 ; 116) .-- ISBN 978-9865520-50-2 (平裝)
1.鉛筆畫 2.繪畫技法 948.2
臺灣水彩專題精選系列 : 形上形下.
幻影篇 / 洪東標, 張家荣主編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金塊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220 面; 26 公分 .-- (專題
精選 ; 6) .-- ISBN 978-986-99685-3-9
(平裝) NT$800
1.水彩畫 2.畫冊 948.4
蘭花絮語 / 黃湘玲, 譚宇軒著 ; 黃湘
玲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出
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16 面; 30
公分 .-- (iMAGE3 ; in006) .-- ISBN
978-986-0777-04-8 (精裝)
1.水彩畫 2.花卉畫 3.畫冊 948.4
李梁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琥珀動畫科
技有限公司, 11005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652-3-7 (平裝)
NT$8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何惠珠 : 行旅弦音 = Debby Ho : my
music in Journeys / 何惠珠作 .-- 台北
市 : 何惠珠, 11005 .-- 88 面; 30 公

海的曼荼羅 = See/sea mandala / 王慎
敏(Simon Wang)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長歌藝術傳 播有限 公司 , 11006 .-120 面; 25X34 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ISBN 978-986-99298-4-4 ( 平 裝 )
NT$12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高雄市湖內人文發展協會文化創意
湖內區特色油畫展. 110 年 : 絢麗繪
色聯展. 2021 / 洪添謀, 蘇品涵作 .-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高雄市湖內人文
發展協會, 11005 .-- 72 面; 26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6428-3-5 (平裝)
NT$30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謝滄益油畫集 / 謝滄益作 .-- 臺中市 :
謝滄益, 11005 .-- 76 面; 25X26 公分 .- ISBN 978-957-43-8852-3 ( 平 裝 )
NT$35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轉個彎 : 星球麋鹿 / 轉個彎(楊婉婷)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雅文創事業
有限公司, 11005 .-- 72 面; 25X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020-8-3 (平裝)
NT$280
1.油畫 2.畫冊 948.5
任運自然 : 曾得標膠彩畫紀念展 =
One with Nature : Commemorative
Exhibition of Glue Color Painting by
Teh-Biao Tseng / 曾得標作 .-- 臺中市 :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, 11007 .-- 72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935 (平裝) NT$300
1.膠彩畫 2.畫冊 948.93

攝影；電腦藝術
臺灣攝影史的黎明 / 王雅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成大出版社出版 : 財
團法人 成大研 究發 展基金 會發行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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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6 .-- 3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35-53-4 (平裝) NT$650
1.攝影史 2.文化資產 3.臺灣
950.933
攝影訪談輯. 3 = Photo-logues. III / 姚
瑞中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田園城
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27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915-75 (平裝) NT$588
1.攝影史 2.訪談 3.臺灣 950.933
實時 :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科技學系
畢業專刊. 110 級 = Being present! :
CJCU department of computer aided
media design. 110th / 許銘芳主編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
科技學系, 11005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6358-87-6 (平裝)
1.數位藝術 2.數位媒體 3.作品集
956
捕風景的人 : 方慶綿的影像與復返 =
Man who captured the landscape :
photography and revisit of Fang ChingMian / 賴依欣主編 .-- 嘉義市 : 嘉義
市立美術館, 11006 .-- 128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4-76-3 (活頁
裝)
1.山岳攝影 2.攝影集 957.2
錦鯉遊蹤 : 陳永鑑攝影集 / 張正河執
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陳永鑑,
11006 .-- 240 面; 26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04-9 (精裝)
1.動物攝影 2.攝影集 957.4
第一次認識.YURI : 樂天女孩-陳怡
叡散文寫真書 / 陳怡叡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76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62-8 ( 平 裝 )
NT$599
1.攝影集 957.5
瑜珈光影 / 林南妘作 ; 蔡啟祥攝影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博客思出版事業
網, 11006 .-- 258 面; 29 公分 .-- (攝影
作品集 ; 2) .-- ISBN 978-986-0762-006 (精裝) NT$800
1.攝影集 2.人像攝影 3.瑜伽 957.5
再見.環南 : 環南市場紀實攝影集 /
袁詩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袁詩堯,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96-7 (精裝) NT$850
1.攝影集 957.6

礫石與沙 : 日本枯山水庭園的見微
知著 / 李歐納.科仁(Leonard Koren)
著 ; 林凱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行
人文化實驗室, 11007 .-- 9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1-1-3 (平裝)
NT$280
1.攝影集 2.景觀藝術 957.9
Bacon ice cream : 奧山由之的攝影初
心 / 奧山由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
公司發行, 11007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86-8-4 ( 精 裝 )
NT$1200
1.攝影集 958.31
蒂姆.沃克 : 美妙事物 / 蒂姆.沃克
(Tim Walker), 蘇珊娜.布朗(Susanna
Brown)著 ; 邱振訓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7 .-- 192 面; 27 公分 .-- (Hello
design ; 58) .-- ISBN 978-957-13-90956 (精裝) NT$1000
1.攝影集 958.41
重回大地 : 薩爾加多的凝視 / 賽巴斯
蒂昂.薩爾加多(Sebastião Salgado)口
述 ; 伊莎貝爾.馮克(Isabelle Francq)採
訪整理 ; 陳綺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衛城出版,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255 面; 21 公分 .-(Beyond ; 22. 世界的啟迪) .-- ISBN
978-986-06518-4-3 (平裝) NT$400
1.薩爾加多(Salgado, Sebastião) 2.攝影
師 3.傳記 4.巴西 959.571

工藝美術

Exhibition Yearbook 2021, Department
of Visual Communication & Design,
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/ 李祉
瑩, 張靄暄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中國
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, 11005 .-2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226-47-2 (精裝)
1.視覺設計 2.作品集 960
創作,自我內在在場的顯現 = Creation,
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ner presence /
鄭秀如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讀冊文
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774-78 (精裝) NT$720
1.現代藝術 2.空間藝術 3.作品集
960
品牌,極上體驗 : Tim Kobe 與賈伯斯
一起改變世界的設計思考實作 / 廷
畝.寇比(Tim Kobe), 羅捷.雷曼(Roger
Lehman)著 ; 盧俞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麥浩斯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
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
11008 .-- 41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08-705-1 (精裝) NT$1200
1.工業設計 2.商業美術 962
大師玩色彩 :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最
受歡迎的 50 堂配色設計課 / 理查.梅
爾 (Richard Mehl) 著 ; Monica Chen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股份
有限公司出版 :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
有 限 公 司 發 行 , 11007 .-- 192 面 ;
24X24 公分 .-- (taste ; 15) .-- ISBN
978-986-384-536-2 (平裝)
1.色彩學 963

限公司, 11007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(idealife ; 32) .-- ISBN 978-986-136587-9 (平裝)
1.設計 2.商業美術 964
改變世界的 100 張海報 : 從古騰堡
到歐巴馬,橫跨近 400 年,全球最具權
威、紀念性、煽動性、開創性的海
報聖經 / 科林.薩爾特爾(Colin Salter)
著 ; 朱家鴻譯 .-- 初版 .-- [臺北市] :
方言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
11008 .-- 22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0-22-6 (平裝) NT$480
1.海報 964.4
SketchUp 2020/2021 室內設計速繪與
V-Ray 絕佳亮眼彩現 / 邱聰倚, 姚家
琦, 劉庭佑, 陳湘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62-6 (平裝)
1.SketchUp(電腦程式) 2.室內設計 3.
電腦繪圖 967.029
光影 : 鄭木連玻璃創意展 / 鄭木連
著 .-- 新 竹 市 : 新 竹 市 文 化 局 ,
11005 .-- 64 面; 25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1-80-9 (平裝) NT$200
1.玻璃工藝 2.作品集 968.1
融合 : 陳民翊、鄭銘梵玻璃藝術展 /
陳民翊、鄭銘梵著 .-- 新竹市 : 新竹
市文化局, 11005 .-- 64 面; 25X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21-81-6 (平裝)
NT$200
1.玻璃工藝 2.作品集 968.1

技藝

色彩新論 : 從心理設計到科學應用 /
魏碩廷, 陳鴻興, 徐明景, 李文淵, 謝
翠如, 吳瑞卿, 孫沛立合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72-2 (平裝) NT$450
1.色彩學 963

大地瓔珞 : 古典二十四節氣 / 李麗淑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德之齋花茶
書院, 11005 .-- 300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3102-4-6 ( 平 裝 )
NT$1600
1.花藝 2.茶藝 971

多媒材創作實務 / 林宇倩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翰英文化事業有限公
司, 11006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393-3-9 (下冊:平裝)
1.設計 2.創意 960

日本新感覺版面設計學 / injectar-e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
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,
11007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34-0-2 (平裝) NT$399
1.版面設計 964

雲合效應 :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
設計系畢業專刊. 第十五屆 =
Cloudsurge Effect : 15th Graduation

設計的實戰法則 : 微調就立刻加分,
說服力百分百 / 宇治智子作 ; 陳聖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出版社有

*花舞.非花.藝綿延 : 花與藝術整合
創作展 / 陳少仁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西屯區市 : 台中市中華花藝推廣
協會, 11005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30291-7-5 ( 精 裝 )
NT$1200
1.花藝 2.作品集 971

工藝協奏曲 : 臺灣 X 金澤工藝交流
展 = Crafts Concerto / 許峰旗主編 .-南投縣草屯鎮 :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
發展中心, 11005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 中日對照 .-- ISBN 978-986-532-3288 (精裝) NT$500
1.工藝美術 2.作品集 3.臺灣 4.日本
石川縣 9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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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好時光 : 想念的季節 / 胡文宗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勤貿實業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112 面; 23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89552-1-9 ( 平 裝 )
NT$420
1.花藝 971

大系 ; 316) .-- ISBN 978-986-339-1166 (平裝) NT$310
1.中國戲劇 2.戲曲史 982.7

擬真摺紙. 3, 陸上行走的生物篇 / 福
井久男著 ; 賴純如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 11008 .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(愛摺紙 ; 11) .-ISBN 978-957-686-810-8 ( 平 裝 )
NT$280
1.摺紙 972.1

溫宇航五十.<<牡丹亭>>往今情話 /
溫宇航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208 面; 21 公分 .-- (People ; 464) .-ISBN 978-957-13-9067-3 ( 平 裝 )
NT$300
1.溫宇航 2.崑曲 3.回憶錄 4.中國
982.9

紙雕創作的擬真風景 : 紙雕技術大
解析 / 太田隆司作 ; 黃姿頤翻譯 .-新北市 : 北星圖書事業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559-92-8 (平裝) NT$480
1.紙雕 972.3
砂壺選粹. II / 李明編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五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08 面; 29 公分 .-- (天地方
圓紫砂藏品集 ; II) .-- ISBN 978-9578964-79-2 (精裝) NT$2500
1.茶具 2.壺 3.陶瓷工藝 974.3
靜雅凝光 : 徐文哲薄胎壺 / 莊秀玲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壺意堂陶瓷美
術館, 11005 .-- 156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09-0-6 ( 精 裝 )
NT$800
1.茶具 2.壺 3.作品集 974.3

戲劇
即興 : 即興劇之父給你暢銷經典 40
年的表演門道,從劇場裡找到面對世
界 的 應 變 力 / 凱 斯 . 強 史 東 (Keith
Johnstone)著 ; 饒昊鵬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原點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發行, 11006 .-- 3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4-2-6 (平
裝) NT$480
1.即興表演 2.表演藝術 3.劇場 980
路遙知馬力 : 台灣唸歌 : 陳美珠、陳
寶貴說唱藝術 / 陳奕愷著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6 .-- 2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2-32-1
(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) NT$300
1.說唱戲曲 2.說唱藝術 3.臺灣
982.58
探尋戲曲古今之變 / 孫玫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,
11005 .-- 234 面; 21 公分 .-- (文史哲

好電影如何好? : 教你看懂電影的 20
堂 課 / 湯 瑪 斯 . 佛 斯 特 (Thomas C.
Foster)著 ; 郭麗娟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本事出版 :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
限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121-91-0 (平裝)
NT$420
1.影評 987.013
台北電影節節目專刊. 2021 第二十
三 屆 = 2021 Taipei film festival
catalogue / 台北電影節編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
會台北電影節, 11006 .-- 264 面; 24
公分 .-- 中英對照 .-- ISBN 978-98697740-4-8 (平裝) NT$100
1.影展 987.066
繼續.法國新浪潮 = The French new
wave / 亞卓安馬丁, 黃建宏, 劉永晧,
孫松榮, 鴻鴻, 張亦絢作 .-- 臺北市 :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, 11005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2-02-9
(平裝) NT$120
1.電影史 2.法國文學 3.影評 4.法國
987.0942
奉俊昊,上層與下層的背後 : 從<<寄
生上流>>到<<綁架門口狗>>,20 年
與每個真實的瞬間 / 李東進著 ; 黃菀
婷, 楊筑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
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89-479-6 (平裝) NT$480
1.奉俊昊 2.電影導演 3.訪談 4.影評
987.09932
天才的思考 : 高畑勳與宮崎駿 / 鈴木
敏夫著 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334 面; 21 公分 .-- (Essential ;
YY0927) .-- ISBN 978-986-06354-5-4
(平裝) NT$4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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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宮崎駿 2.高畑勳 3.動畫製作 4.日
本 987.85
追看黃金時間 : 把<<山水有相逢>>、
<<輪流傳>>、<<執到寶>>前塵細認
/ 歷士著 .-- 臺北市 : 致出版, 11007 .- 2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3-16-4 (平裝) NT$400
1.電視劇 2.文化研究 3.影像文化 4.
香港 989.2

遊藝；娛樂；休閒
將藝百年 如意振裕堂 = Zhen Yu
temple / 温宗翰著 .-- 臺中市 : 豐饒文
化社出版 ; 嘉義市 : 嘉義市政府發行,
11006 .-- 200 面; 23 公分 .-- (嘉義市
無形文化資產叢書) .-- ISBN 978-98606015-1-0 (精裝) NT$380
1.藝陣 2.民俗藝術 3.歷史 4.嘉義市
991.87
節慶文化與活動管理 : 城市與社區
更新和觀光發展的觸媒策略 =
Festivals and events management : the
catalytic strategies for urban &
communities renovation and tourism
development / 黃金柱, 林詠能, 沈易
利, 李瑾玲著 .-- 四版 .-- 新北市 : 華
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- 36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84-9205 (平裝)
1.文化觀光 2.節日 3.藝文活動 992
觀 光 行 政 與 法 規 = Tourism
administration, laws and regulations / 汪
芷榆, 邱長光, 蕭仕榮編著 .-- 十版 .-新北市 : 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4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84-919-9 (平裝) NT$560
1.觀光行政 2.觀光法規 992.1
海洋休閒遊憩人才培育教學實務成
果 / 葉怡矜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華
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13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7-1713 (平裝) NT$250
1.觀光行政 2.海洋 3.休閒活動
992.2
領隊導遊實務與理論. 2021 / 吳偉德,
鄭凱湘, 陳柏任, 應福民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6 .-- 671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0-736-4 ( 平 裝 )
NT$610

1.導遊 2.領隊

992.5

包棟民宿拍照打卡吃得好住得美 :
又潔乙丞帶路玩全台 / 趙又潔, 趙乙
丞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出
版事業部出版 :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
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發
行, 11007 .-- 14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86-3 (平裝) NT$380
1.民宿 2.臺灣遊記 992.6233
台灣咖啡莊園 / 王美蓉, 屠國城, 趙
嘉榮, 蘇柏安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22-65-0 (平裝)
1.休閒農場 2.咖啡 3.臺灣遊記
992.65
阿爸親像山 / 吳沛珊撰文 ; 蔡媛婷繪
圖 .-- 南投縣水里鄉 : 玉山國家公園
管理處, 11007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6-02-3 ( 精 裝 )
NT$280
1.登山 2.安全教育 3.森林保育 4.繪
本 5.玉山國家公園 992.77
登山體能訓練營 / 芳須勳作 ; 黃琳雅
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
事業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43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70-298-6 (平
裝) NT$380
1.登山 2.運動訓練 3.體能訓練
992.77
迪士尼童話迷宮 : 孩子們的指尖大
冒險 / 美國迪士尼公司(Disney)作 ;
迪 士 尼 繪 本 美 術 團 隊 (Disney
Storybook Art Team) 插 畫 ; Sabrina
Liao 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
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
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8-494-0 (精裝)
1.兒童遊戲 2.益智遊戲 996
玩出智慧腦 : 激發潛能的 285 道益
智思考題 / 智力開發編輯部編著 .-臺北市 : 含章有限公司, 11006 .-- 16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0-63 (平裝)
1.益智遊戲 997
迷宮 100 : 歐洲之旅 / 啟得文化編
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啟得創意文化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112 面; 27 公分 .-

- (益智教室 ; 27) .-- ISBN 978-98606648-0-5 (平裝) NT$260
1.益智遊戲 997
雷 頓 不 可 思 議 偵 探 社 / Ahn Chi
Hyeon 文 ; TeamKids 圖 ; 徐月珠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, 11005 .- 144 面; 25 公分 .-- (Science layton ;
1-) .-- ISBN 978-957-658-569-2 (第 3
冊:平裝) NT$300
1.益智遊戲 2.漫畫 997
雷 頓 不 可 思 議 偵 探 社 / Ahn Chi
Hyeon 文 ; TeamKids 圖 ; 徐月珠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采文化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6 .-- 144 面; 25 公分 .-(Science layton ; 4-) .-- ISBN 978-957658-583-8 (第 4 冊:平裝) NT$300
1.益智遊戲 2.漫畫 997
兒少圍棋 : 啟蒙 / 傅寶勝, 張偉, 趙嵐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
版社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(棋
藝學堂 ; 13) .-- ISBN 978-986-980518-6 (平裝) NT$200
1.圍棋 997.11
兒少圍棋 : 實戰技法 / 傅寶勝, 張偉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品冠文化出
版社, 11007 .-- 143 面; 21 公分 .-- (棋
藝學堂 ; 14) .-- ISBN 978-986-980519-3 (平裝) NT$200
1.圍棋 997.11
快樂學西洋棋 = Learning chess is fun
/ 李若凡, 高懿屏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
市 : 大師棋創事業有限公司, 11005 .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997-3-7 (第 4 冊:平裝) NT$350
1.西洋棋 997.16
雙疊詞臺謎全 / 楊國顯編著 .-- 高雄
市 : 菜根香出版社, 11007 .-- 120 面;
19 公分 .-- (菜根社系列叢書) .-ISBN 978-986-6169-63-2 (平裝)
1.謎語 2.臺語 997.4
好辣數獨 133 選 / 數獨研究會編著 ;
Koizumiunse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股 份有限 公司 , 11007 .-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43-6 (平裝)
1.數學遊戲 997.6
標竿數獨. 高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7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6-6 (第 35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100

標竿數獨. 進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7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7-3 (第 35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標準數獨. 高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7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4-2 (第 35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標準數獨. 進階篇 / 張惠雄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智力工作坊, 11007 .-256 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6-65-9 (第 35 冊:平裝) NT$149
1.數學遊戲 997.6
數學謎題. 進階篇, 能解答就是天才!
超難數學謎題 / 日本 Newton Press
作 ; 黃經良翻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
市 : 人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 11007 .- 80 面; 25 公分 .-- (少年伽利略 ;
10) .-- ISBN 978-986-461-251-2 (平裝)
NT$250
1.數學遊戲 997.6
數學謎題 : 你能解答幾道謎題呢? /
日本 Newton Press 作 ; 黃經良翻譯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人人出版股份
有限公司, 11007 .-- 80 面; 25 公分 .-(少年伽利略 ; 9) .-- ISBN 978-986461-249-9 (平裝) NT$250
1.數學遊戲 997.6
扭曲仙境粉絲書 / Disney fan 編輯部
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業
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 : 英屬蓋曼
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
分公司尖端出版發行, 11007 .-- 13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771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哈哈!還有這樣蓋的 Minecraft 超有梗
建築&交通工具點子大全 / カゲキヨ,
はじクラ☆もっち, ねここ作 ; 林克
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文化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尖端出版, 11007 .-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536-7 (平裝)
1.線上遊戲 997.82
AFV 模 型 製 作 教 科 書 / HOBBY
JAPAN 編集部 ; FORTRESS 翻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
限公司, 11007 .-- 111 面; 30 公分 .--

ISBN 978-986-5572-38-9 ( 平 裝 )
NT$420
1.模型 2.戰車 3.工藝美術 999
舊物的靈魂 : 人類學家的流光飲宴、
古著古書、歲月如瓷和永續生活,關
於 時間與存 在的深度 思索 / 郭婷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英
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
司城邦分公司發行, 11008 .-- 304 面;
21 公分 .-- (人文 ; 22) .-- ISBN 978626-310-033-6 (平裝) NT$400
1.蒐藏品 999.2

未申請預行編目圖書
目錄
政府出版品
자전거 라이더의 꿈의 나라= A
dream destination for bicycle travelers/
士奇傳播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編
輯企劃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觀
光局, 11006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300-5 (平裝) NT$50
A dream destination for bicycle
travelers/士奇傳播整合行銷股份有限
公司編輯企劃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
通部觀光局, 11006 .-- 11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1-299-2 (平裝)
NT$50
Annual Report of the Control Yuan.
2020/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
11005 .-- 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4-11-0 (平裝) NT$100
APEC 女性建設人才打造包容性未
來 最 佳 範 例 手 冊 = APEC women
builders creating inclusive future/行政
院性別平等處編 .-- 臺北市 : 行政院,
11005 .-- 4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67-17-3 (平裝)
Informe Anual del Yuan de Control.
2020/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監察院,
11005 .-- 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4-12-7 (平裝) NT$100
pokavole
tatopodhaolaeni,okavole'i
takasokolro'o vaha: cong tong ho kaocae
lise
takasokolro'o
vaha'inivalrisale
takasokolro'o vaha wei yan hui takatolro
caili mani kaolropengenga dhidhape=
Truth Rrestored and Justice Realized: A

Three-Year Collection of Achievements
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digenous
Historical Justice and Transitional
Justice Committee/Editor in Chief Kolas
Yotaka; Translator Nai-Yu Ker .-- 1st
ed. .-- 臺北市 : 總統府, 11005 .-- 19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4-080 (平裝) NT$350 .-- ISBN 978-9860724-09-7 (精裝) NT$600
Taipei Fine Arts Museum annual report.
2020/editor Ya-Chi Hsu .-- 臺北市 : 北
市美術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2-06-7 (PDF)
一鹿典藏: 5 週年機關檔案紀念專刊
= Archives of memorial files special/吳
宏國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桃園市就業
服務處, 11006 .-- 117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3-77-9 (精裝)
大海的故鄉: 2020 臺師大美術系藝
術教育治療活動/2020 參加大海的故
鄉藝術教育治療活動全體學生創作;
江學瀅總編輯 .-- 臺北市 : 師大美術
系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53-57-2 (PDF)
元代<<易>>學類型研究/楊自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0-458-0 (PDF)
台湾ㄧ周サイクリングガイド= A
dream destination for bicycle travelers/
士奇傳播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編
輯企劃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交通部觀
光局, 11006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1-298-5 (平裝) NT$50

臺北市 : 臺北商業大學, 11005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54-65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200
台語拍通關(教師手冊). 第二冊/李迎
采, 李慧稜, 林淑美, 林鶴原, 楊芠函,
陳雯琪, 謝惠貞, 蕭秀玉編著; 王朝陽,
蔡玉仙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市
教育局, 11008 .-- 2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7-22-5 ( 平 裝 )
NT$200
生態茶園有機友善栽培管理手冊/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67-8 (PDF)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年報.
109 年/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
局編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農委會水
保局, 11005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55-35-4 ( 平 裝 )
NT$300
改變中的基督信仰: 臺灣基督教會與
基督徒的社會學分析/伊慶春, 林文
旭, 林常青, 施奕任, 郭貞蘭, 黃克先,
楊文山, 熊瑞梅, 蘇國賢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57-3 (PDF)
為未來預做準備: 你一定要懂得成年
監護制度/劉佳盈, 廖燕秋執行編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社家署, 11006 .-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931-3 (平裝) NT$50
政府與工會/李永騰編著 .-- 修訂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空大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27-6-4 (PDF)

石角十大不思議. 第二部曲/蘇原奭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臺中市石
角國小, 11006 .-- 52 面; 26X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58-97-3 (精裝)

海 上 京 奇 : 海 派 京 劇 藝 術 論 (19001949)/高美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北藝術大學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8-0-4 (PDF)

生物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選拔競賽試
題解析= Solutions and study guide for
the exams/張哲睿, 張若愚, 許耿彰, 李
柏陞, 洪學宇, 黃靖惟, 林孟黌, 陳泰
禕, 盧謙, 劉濬維, 沈耕宇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育署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00-27-5 (全套:平裝)

神紋樣: 廖慶章 蘇小夢= Cosmos and
its patterns: Liao Chin Chang & HsiaoMeng Su/廖慶章, 蘇小夢作 .-- 臺南
市 : 南市文化局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487-19-5 (全套:平裝)

北商大學術論壇. 2021 第二十屆: 國
際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=
2021 NTUB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
Business Administration/國立臺北商業
大學國際商務系(所)編輯 .-- 初版 .-101

高速公路年報. 109/交通部高速公路
局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交通部高
速公路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1-297-8 (HTML) NT$299
茶園病蟲害草害整合管理施行指引/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著 .--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79-1 (PDF)
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在地連結暨
教學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 2020/
陳麗蓮, 楊淳皓, 鍾鴻銘, 張松年, 陳
雀倩, 鄭竹君, 阮忠信, 葉嘉中, 王進
發, 高程宥, 林素雲, 游依琳, 賴軍維,
李志文, 彭世興, 吳德豐, 游智杰, 廖
玉卿, 鄭栢彰, 胡清暉, 邱怡芬, 許佩
玉, 董至聖, 黃麗君, 劉文琴, 蔣忠慈,
錢膺仁, 吳信德, 張佑誠, 鄧正忠, 許
惠英, 盧秋如, 曾秋美, 顧介儒, 張敏
捷, 陳瑞福, 涂馨友作 .-- 初版 .-- 宜
蘭縣 : 宜蘭大學, 11004 .-- 381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487-4-9 (平
裝)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
學 生實 務專題 製作 競賽暨成 果展 .
2021 年/黃詩晴編輯委員 .-- 高雄市 :
高雄科大電機資訊學院, 11005 .-- 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7-11 (平裝)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專
輯: 淋灕飄逸: 簡嘉助.紀寶活.張琹中
三 人 水 彩 展 = National Chin-Yi
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troduction
to the Art Center Exhibition: 2021
Flowing in Depth and Vividness: Joint
Watercolor Exhibition of Chien,ChiaChu,Chi,Bau-Huo and Chang,ChinChung/簡嘉助, 紀寶活, 張琹中作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勤益科大, 11005 .-80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056-6-4 (精裝)
國防管理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論文摘
要集. 2021 第二十九屆/國防大學管
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編輯 .-- 臺北
市 :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, 11006 .-- 182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46-79-6
(光碟片)
國定古蹟恆春古城步行空間改善工
程工作報告書/梁守誠計畫主持 .-初版 .-- 屏東市 : 屏縣文化資產保護
所, 11004 .-- 2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6-98-9 (平裝) NT$800
黑熊的蜂蜜 甜滋滋/吳思敏文字編輯.
美術插畫 .-- 南投縣 : 農委會農糧署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55-36-1 (EPUB)
腳·落: 文學與巷弄的對話/國立臺南
大學國語文學系 110 級語文應用組

作 .-- 臺南市 : 臺南大學國文系,
11005 .-- 2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248-9-7 (平裝) NT$250
慈禧與珍妃= Empress Dowager Cixi
and Imperial Consort Zhen/國立傳統藝
術中心臺灣豫劇團編著 .-- 初版 .-宜蘭縣 : 傳藝中心, 11005 .-- 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2-329-5
(平裝) NT$150
廖文奎文獻選輯/吳叡人, 吳冠緯主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0-456-6 (PDF)
旗文藝事: 旗山國民中學美術班畢業
專刊. 110 級/謝俊男總編輯 .-- 高雄
市 : 高市旗山國中, 11006 .-- 132 面;
25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5-322 (平裝)
臺北市年鑑. 2020= Taipei yearbook
2020/ 臺 北 市 年 鑑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編
輯 .-- 臺北市 : 北市府, 11006 .-- 352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-87-5
(隨身碟)
臺南市成人暨新住民動人百分百照
片說真情作品專輯. 109 年度/王崑源,
吳國珉總編輯 .-- 第一版 .-- 臺南市 :
南市教育局, 11006 .-- 8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7-21-8 (平裝)

樂齡運動指導與健康休閒產業學術
研討會論文集. 2021/廖雅萱, 李宗儒,
鄭伊華, 許美華, 王映心, 陳偉慈, 林
惠靜, 葉永紳, 顏孝恩, 莊月里, 張家
銘, 黃季婉, 許雅雯, 林敬庭, 古均揮,
熊婉君, 王映心, 許美華, 蘇宥騫, 張
家銘, 陳俊谷, 許雅雯, 劉書岑, 李玉
亭, 李元宏, 洪偉欽, 蔣德元, 楊途才,
黃義賢, 李高維, 莊雅君, 黃芳進, 徐
慶帆, 范惟翔, 黃淨燕, 侯均穎作; 洪
偉欽總編輯 .-- 嘉義縣 : 嘉大體育系,
11005 .-- 19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650-9-5 (平裝) NT$300
學做稱職的監護/輔助人/劉佳盈, 廖
燕秋執行編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社
家署, 11006 .-- 2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69-30-6 (平裝) NT$50
環境治理/黃之棟, 宮文祥, 賴宇松,
涂予尹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空大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27-7-1 (PDF)
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論文摘
要集. 第十九屆= 2021 Conference on
Information
Technology
and
Applications in Outlying Islands/李金
譚, 馮玄明, 趙于翔作 .-- 初版 .-- 金
門縣 : 金門大學, 11006 .-- 340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872-5-3 (平
裝) NT$3000

臺南市第 3 屆里長補選暨罷免選舉
實錄/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南市選委會, 11006 .-- 586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7-16-6
(光碟片) NT$350

觀點= Pespective/曾柏文總主筆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工業局, 11007 .-- 135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-1900 (平裝)

管理創新與行銷專案研討會論文集.
2021 第十三屆/楊敏里編輯 .-- 高雄
市 : 高雄科大企管系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557-0-4 (全套:平裝)

教科書及考試用書

精進技職教育研討會論文集. 2021
年 = The 2021 Poster Conference of
Promoting
Technological
and
Vocational Education/廖婉鈞, 吳雅玲
等人合著 .-- 初版 .-- 屏東縣 : 屏東科
大技職所, 11005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060-1-0 ( 精 裝 )
NT$250
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航次報
告. 2020 年= Cruise Report of TaiCOFI
Surveys in 2020/曾振德總編輯 .-- 基
隆市 : 農委會水試所, 11007 .-- 2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5-32-3
(平裝) NT$2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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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ight)物理教學講義/許家銘編著 .-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- 1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74-0
(平裝) NT$275
(Light)數學 C1 教學講義/蘇捷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6 .- 1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9-173-3 (平裝) NT$275
(SUPER)普高選修公民與社會教學議
義. I, 現代社會與經濟/胡湘珍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 16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9-180-1 (平裝) NT$263
(SUPER)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教
學講義. IV, 電磁現象一/鄭呈因, 張

銘傑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5 .-- 2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58-0 (平裝) NT$300

敏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
位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0-465-5 (全套:平裝)

(SUPER)選修地理. I, 空間資訊科技
教學講義/王駿智, 洪挺晏, 陳哲融,
曾露儀編著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6 .-- 18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64-1 (平裝) NT$275
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土木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真, 陳麗
玲, 劉似蓉, 祝裕, 劉非凡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679 (全套:平裝)

(升科大四技)數位科技概論與應用
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甄帥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6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0-489-1 (平裝)
(國民營事業)國文(論文寫作)/黃淑真,
陳麗玲編著 .-- 第十四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0-491-4 (PDF)
(新全勝)物理學測 16 週/許翠珍, 黃
宣翰, 郭勁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6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79-5 ( 平 裝 )
NT$288
103-110 年統測歷屆試題.國文/朱碧
霞審訂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17-4 (平裝)
110 年不動產經紀人套書/高朋, 尚榜,
程馨, 林筱涵, 陳旭鳳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853 (全套:平裝)
110 年不動產經紀人專業科目套書/
程馨, 林筱涵, 陳旭鳳編著 .-- 第一
版 .-- 新 北 市 : 千 華 數 位 文 化 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860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司法特考<<監所管理員>>套
書/李宜藍, 張良, 方華, 廖筱雯, 劉宜
辰, 許願, 劉似蓉, 高昇, 徐士珩, 南春
白, 王強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80-8 (全套:平裝)
110 年司法特考<<錄事>>套書/李宜
藍, 公民叮-許家豪, 劉似蓉, 陳盛, 王
一周, 成宜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79-2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人資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真, 陳麗
玲, 劉似蓉, 高芬, 成宜, 陳月娥, 周毓
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土木類>>題庫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
芬, 良運, 劉非凡編著 .-- 第一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75-4 (全套:
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企管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真, 陳麗
玲, 劉似蓉, 陳金城, 成宜, 王志成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464-8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企管類>>題庫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
芬, 陳金城, 羅格思, 章庠, 王志成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
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476-1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政風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真, 陳麗
玲, 劉似蓉, 王俊英, 程馨, 南春白, 溫
陽, 智摩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66-2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電機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真, 陳麗
玲, 劉似蓉, 甄家灝, 陳震, 廖翔霖, 鄭
祥瑞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0-469-3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電機類>>題庫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
芬, 甄家灝, 廖翔霖, 鄭祥瑞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822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儀電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真, 陳麗
玲, 劉似蓉, 甄家灝, 陳震, 蔡穎, 茆政
吉, 翔霖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70-9 (全套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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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儀電類>>題庫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
芬, 甄家灝, 千華編委會, 翔霖編著 .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839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機械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真, 陳麗
玲, 劉似蓉, 祝裕, 林柏超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686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機械類>>題庫版套書/高朋, 尚榜, 德
芬, 林柏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0-481-5 (全套:平裝)
110 年經濟部新進職員聯合甄試<<
職業安全衛生類>>課文版套書/黃淑
真, 陳麗玲, 劉似蓉, 劉永宏編著 .-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0-4716 (全套:平裝)
2022 年初考(五等)地政<重點整理>
必備套書/許文昌, 林玉祥編著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69-666-8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060
2022 年初考(五等)地政<解題書>必
備套書/許文昌, 林玉祥編著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269-665-1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030
735 輕鬆讀. 地理. 5(適南版)/張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05-8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地理. 5(適康版)/楊芸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97-6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地理. 5(適翰版)/柯湘芸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96-9 (平裝) NT$140
735 輕鬆讀. 自然. 5(適南版)/寧玲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85-3 (平裝) NT$180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5(適康版)/林明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02-7 (平裝) NT$180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5(適康版)/言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81-5 (平裝) NT$140

735 輕鬆讀. 自然. 5(適翰版)/邊郁茹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401-0 (平裝) NT$180

735 輕鬆讀. 歷史. 5(適翰版)/妍喜樂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416-4 (平裝) NT$140

735 輕鬆讀. 英語. 5(適南版)/Sean
Huang, 黃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金安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88-4 ( 平 裝 )
NT$180

ABC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
人類, 11005 .-- 2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72-6 ( 精 裝 )
NT$120

735 輕鬆讀. 英語. 5(適康版)/Alex
Chen, Rita Hsu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金安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404-1 ( 平 裝 )
NT$180
735 輕鬆讀. 英語. 5(適翰版)/Katie
Sun, 孫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安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403-4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國文. 5(適南版)/陳淑雅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400-3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國文. 5(適康版)/黃士秋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33-399-0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國文. 5(適翰版)/文祥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91-4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數學. 5(適南版)/簡易學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92-1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數學. 5(適康版)/蔡家康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86-0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數學. 5(適翰版)/柯曼芬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83-9 (平裝) NT$180
735 輕鬆讀. 歷史. 5(適南版)/妍靜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98-3 (平裝) NT$140

BBQ 文法微講義. 英語. 5(適南版)/李
東敏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億興業,
11006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155-9-3 (平裝) NT$110
Camp autumn oak: reading step. 4/story
by 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
化, 11006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750-37-4 (平裝)
ERP 資訊管理系統: 餐飲實務應用:
ERP 學會認證教材/莊玉成, 莊高閔,
廖棋弘, 葉伊庭, 吳宜庭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46-6 (PDF)
Excel 工作現場實戰寶典/王作桓著 .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47-3
(PDF)

11006 .-- 67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0-30-9 (第 3 冊:平裝)
Happy birthday, little crab. workbook/ .- 1st ed. .-- 新北市 : 張月娥, 11005 .-28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909-4 (平裝)
*KO 會考: 公民總複習講義. 1-4 冊/
陳 亞 卉 編 著 .-- 臺 中 市 : 奇 鼎 ,
11004 .-- 1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5-84-9 (平裝) NT$310
*KO 會考: 生物總複習講義/張妤真
編著 .-- 臺中市 : 奇鼎, 11004 .-- 21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5-825 (平裝) NT$330
*KO 會考: 理化總複習講義. 3-4 冊/
張嘉均, 謝甫宜編著 .-- 臺中市 : 奇
鼎, 11004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5-81-8 (平裝) NT$320
Language is life: two sides to every
story. level eleven reader/Imran Durrani
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高雄市 : 童話國際,
11005 .-- 5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197-9-4 (平裝附光碟片)
Python x Excel VBA x JavaScript: 網路
爬蟲 x 實戰演練/廖敏宏(廖志煌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48-0 (PDF)

e 通高中數學講義. 第一冊/林廷熹,
林廷樂編著 .-- 五版 .-- 高雄市 : 林廷
數學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99003-7-9 (全套:平裝) NT$360

Python 零基礎入門班(含 MTA Python
國際認證模擬試題)/文淵閣工作室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2-849-7 (PDF)

GEPT 中級聽力高分過 /Joe Henley,
Stefan Kostarelis, Jessica Beck 作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57-606-936-9 (全套:平裝)

Quick & easy medical terminology/by
Peggy C. Leonard .-- 臺北市 : 臺灣愛
思唯爾, 11005 .-- 45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58-0-3 (平裝)

GEPT 試題全攻略: 初級聽力及閱讀
= Practice test/施雅萍, 陳玉婷, 陳慧
淳, 彭威鈴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
音, 11004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48-521-5 (平裝)

Reading pioneer: a voyage of successful
reading(student's
book)/LiveABC
Editorial Staff 作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
希伯崙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41-565-6 (第 1
冊:平裝)

Giraffeland(student book)/writer/editor
Edward Hsieh, Jennifer Jan, Joyce Lin,
Emily Jones .-- 臺北市 : 長頸鹿文化,
11008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65-0-2 (第 1 冊:平裝)
Go magic!(workbook)/朱育瑩, 蔡依蓉
主編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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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ading pioneer: a voyage of successful
reading(student's book)/Helen Yeh, M.
M. Leonard, Steven Melo, Bertus van
Aswegen 作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希
伯崙公司, 11005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1-566-3 (第 2 冊:平
裝)

SAS 9.X 一學就會: 步驟化學習指南/
陳楚杰著 .-- 臺北市 : 宏翰文化,
11005 .-- 1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676-12-1 (平裝) NT$500
Something's brewing in the cafeteria:
reading step. 4/story by Melissa Fisher .- 臺北市 : 雙向文化, 11006 .-- 23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750-38-1
(平裝)
SQL Server 2012 資料庫設計與開發
實務/陳會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29-9 (PDF)
Summer break: reading step. 4/story by
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化,
11006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750-36-7 (平裝)
SUPER BRAIN 數學 A 學霸超強筆記
/優等生軍團彙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鶴立, 11006 .-- 15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6978-59-3 (平裝)
Target TOEIC(英中翻譯)/程秋堯, 黃
淑娥, 朱珊慧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文鶴, 11005 .-- 14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147-937-8 ( 平 裝 )
NT$360
The great leon: reading step. 4/story by
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化,
11006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750-39-8 (平裝)
The pen: reading step. 4/story by
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化,
11006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750-35-0 (平裝)
Twin vs. twin: reading step. 4/story by
Melissa Fisher .-- 臺北市 : 雙向文化,
11006 .-- 2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750-40-4 (平裝)
Web 開發者一定要懂的駭客攻防術
/Malcolm McDonald 著; 江湖海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50-3
(PDF)
乙級美容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指南/
何麗玉, 莊美妃編著 .-- 六版 .-- 新北
市 : 全華圖書, 11006 .-- 34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3-775-8 (平裝)
NT$620
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/張惠嘉編著 .-1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-

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58-3 (平裝) NT$480

11006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978-65-4 (平裝)

土木結構高考技師試題解析. 109 年
/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
11005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56-2-0 (平裝) NT$520

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: 社會考科.
111/鄒臥龍, 羅士豪, 潘可仁, 林全,
林翔, 洪驛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鶴立, 11006 .-- 30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6978-64-7 (平裝)

土地法規/蕭華強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5 .-- 656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853 (平裝) NT$660
土地法規概要/蕭華強編著 .-- 九版 .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47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86-0 (平裝) NT$280
土地法與土地相關稅法概要 /洪正,
劉力著 .-- 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76-9 (EPUB)
大數據考點直擊 捷運法規及常識/大
眾捷運概論/韓新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
11006 .-- 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39-9 (平裝) NT$300
大數據考點直擊 捷運數理邏輯/邏輯
分析/沈鐘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
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6 .-4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7-38-2 (平裝) NT$300
大學 How to 讀: 升學實戰祕笈/陳美
璊編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7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18-6 (平裝)
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/孫易新著 .-臺北市 : 浩域企管顧問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509-3-8 (第 9
冊:平裝) NT$150 .-- ISBN 978-98606509-4-5 (第 10 冊:平裝) NT$150

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: 英文考科.
111/吳少白, 吳喬豐, 黃翊帆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鶴立, 11006 .-- 2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78-616 (平裝)
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: 國文考科.
111/金鳳, 廖筱雯, 許清龍, 沈風, 董
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鶴立,
11006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978-60-9 (平裝)
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: 數學 A 考
科. 111/王晴天, 偉賀鈞, 簡子傑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鶴立, 11006 .-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978-62-3 (平裝)
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: 數學 B 考
科. 111/王晴天, 偉賀鈞, 簡子傑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鶴立, 11006 .-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978-63-0 (平裝)
公民(公職五等)/洪明明編著 .-- 二十
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5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77-6 (平裝)
公司法.保險法.證券交易法 爭點
Combo list/棋許, 小喬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版, 11006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37-5 (平裝) NT$580

小學生心智圖學習法. 零基礎入門篇
/孫易新著 .-- 臺北市 : 浩域企管顧問,
11006 .-- 66 面; 29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09-5-2 (平裝) NT$150

公司法: 全彩心智圖表/棋許, 林彤
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保成數位出版, 11005 .-- 1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34-4 (平
裝) NT$450

大學學測英文科滿級分攻略(閱讀測
驗 100 篇)/齊斌, 如瑩編著 .-- 臺北
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 11005 .-- 31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8-101-9
(平裝) NT$300

公司法、證券交易法 極重點整理+
經典題演練/易昊, 浩然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版, 11005 .-- 25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35-1 (平裝) NT$350

升大學學科測驗解題王: 自然考科.
111/林冠傑, 江騏, 游夏, 何瑋靜, 莫
旻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鶴立,

公民與社會習作/各校名師, 公民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8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02-5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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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民歷屆試 題分章題 解 /黃永豐編
著 .-- 1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71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68-2 (平裝) NT$580
升科大.四技二專 103-110 年統測歷
屆試題. 英文/林博, 洪國棟, 楊智民,
黃慧姍, 李語涵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16-7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化工裝置總複習/張翰
林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6 .-- 3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51-6 (平裝) NT$400
升科大四技: 引擎原理與實習 Follow
Me/左成基, 高繼先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科友, 11006 .-- 4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44-8 (平裝)
NT$430
升科大四技: 國文重點王. 2022 最新
版/全華評量中心作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, 11005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61-1 ( 平 裝 )
NT$250
升科大四技: 電子學(含實習)總複習
講義. 2022 最新版/楊盛松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5 .-- 60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45-5
(平裝)

ISBN 978-986-464-349-3 ( 平 裝 )
NT$350
升科大四技: 機件原理攏 A 通/林益
瑋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5 .-- 4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46-2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機械力學 Follow Me/陳
重銘, 激力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科友, 11005 .-- 32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64-341-7 (平裝)
NT$390
升科大四技: 機械基礎實習 Follow
Me/張弘智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科友, 11005 .-- 4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64-347-9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: 機械製造(含機械基礎
實習)Follow Me/王千億, 王俊傑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 11006 .-5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64343-1 (平裝) NT$450
升科大四技: 機械製造攏 A 通/劉欣,
陳飛祥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6 .-- 5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48-6 (平裝)
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新勝經總複習.
上/葉伊修編著 .-- 2 版 .-- 新北市 : 東
岱圖書, 11005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40-6-7 (平裝)

升科大四技: 會計學萬試達總複習/
淑蕙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東岱圖
書, 11005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0-5-0 (上冊:平裝)

升科大四技商業概論新勝經總複習.
下/葉伊修編著 .-- 2 版 .-- 新北市 : 東
岱圖書, 11008 .-- 2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40-7-4 (平裝)

升科大四技: 會計學滿分王總複習講
義. 2022 最新版/陳文欽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 11005 .-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3770-3 (上冊:平裝) NT$300

公務人員初等五等考試: 公民/廖震
編 .-- 三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6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3-46-8 (平裝)

不 動產經紀 相關法規 概要 / 林強審
訂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74-5 (EPUB)
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/蔡志雄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5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59-5 (平裝) NT$450
五等特考.初等考試: 財政學大意歷
屆題庫完全攻略/陳宗梧編著 .-- 新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- 60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63-5 (平
裝) NT$550
中華郵政從業人員甄試: 經濟學申論
題型完全攻略/平心編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2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9-28-0 (平裝)
中華電信招考計算機概要(含原理)/
陳啟豐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5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99-0 (平裝)
中華電信招考網路概論/陳啟豐編 .-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45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9-075 (平裝)
化學 A 習作/邱慧珊, 陳明雄, 管芳苡,
蔡培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8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90-5 (平裝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貨幣銀
行學(含貨幣銀行學概要)) (103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王達昌, 周詳, 楊
莉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91-8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土壤力
學(含土壤力學概要))(106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程峻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77-2 (PDF)

升科大四技: 製圖實習攏 A 通/劉欣,
陳飛祥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科友,
11005 .-- 3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64-342-4 (平裝) NT$420

中國哲學導論: 從古代哲學至中國佛
學/劉紀璐著; 石啟瑤, 黃映溶, 眾佛
家弟子等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48-8 (PDF)

升科大四技: 數學 B 總複習 EZ GO/
林鴻鳴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
圖書, 11004 .-- 3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3-759-8 ( 平 裝 )
NT$325

不動產經紀人 35 天速成/陳仕弘編
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6 .-- 6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95-0 (平裝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公共管
理概要)(100-109 年試題) (測驗題型)/
謝望民, 宏海, 高聞, 高士奇作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79-6 (PDF)

不動產經紀人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
班名師群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81-3 (EPUB)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行政學
(含行政學概要))(106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謝望民, 宏海, 高聞, 高仲, 衛
彬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
升科大四技: 數學 C 總複習 EZ GO/
林明翰, 林鴻鳴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科友, 11005 .-- 306 面; 30 公分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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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76-5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抽樣方
法與迴歸分析(含統計實務、統計實
務概要))(104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
林碩, 司馬騫, 徐明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80-2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政治學
概要)(102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謝
望民, 宏海, 高聞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78-9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移民法
規概要)(106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
熊武, 衛彬, 鄭瑋, 蘇靖作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82-6 (PDF)

公 職 考 試 試 題 大 補 帖 ( 公 共 政 策 ).
2021(106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謝
望民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
育, 11006 .-- 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96-3 (平裝) NT$2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公共管理(含
公共管理概要)). 2021(100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謝望民, 高聞, 高士奇
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6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95-6 (平裝) NT$200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公共管理概
要 ). 2021(100-109 年 試 題 )( 測 驗 題
型)/謝望民, 宏海, 高聞, 高士奇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5 .-- 1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72-7 (平裝) NT$30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國籍與
戶政法規概要)(103-109 年題型)(測
驗題型)/陳理, 鄭瑋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81-9 (PDF)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行政學(含行
政學概要)). 2021(104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謝望民, 高聞, 衛彬, 高仲編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6 .-- 1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94-9 (平裝) NT$20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會計學
(含會計學概要))(103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揚智, 陳峰, 張玉玲, 李揚,
Szarnya, 蔡琳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90-1 (PDF)
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行政學(含行
政學概要)). 2021(106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謝望民, 宏海, 高聞, 高仲, 衛
彬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
11005 .-- 36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71-0 (平裝) NT$50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電機機
械(含電工機械概要))(104-109 年試
題)(申論題型)/陳澤, 曾誠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74-1 (PDF)
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抽樣方法與
迴歸分析(含統計實務、統計實務概
要)). 2021(104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
型)/林碩, 司馬騫, 徐明編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70-3 (平裝) NT$450
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
(含經濟學概要))(105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王喆, 牧翰, 周詳, 楊莉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69-7
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
(含經濟學概論、經濟學概要))(105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王喆, 牧翰,
周詳, 楊莉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
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5-84-0 (PDF)
公職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藝術概
論(含藝術概要))(101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高尚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5-85-7 (PDF)

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政治學(含政
治學概要)). 2021(102-109 年試題)(申
論題型)/謝望民, 高聞, 衛彬編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6 .-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5-97-0 (平裝) NT$200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政治學概要).
2021(102-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謝
望民, 宏海, 高聞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15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83-3 (平
裝) NT$250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貨幣銀行學
(含貨幣銀行學概要)). 2021(103-109
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王達昌, 林元, 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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莉, 周詳, 張智凱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16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88-8 (平
裝) NT$300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會計學(含會
計學概要)). 2021(103-109 年試題)(測
驗題型)/Szarnya, 李揚, 陳峰, 張玉玲,
揚智, 蔡琳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5 .-- 272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89-5 ( 平 裝 )
NT$400
*公職考試試題大補帖(經濟學(含經
濟學概論、經濟學概要)). 2021(105109 年試題)(測驗題型)/牧翰, 楊莉,
周詳, 王喆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5 .-- 352 面; 24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87-1 ( 平 裝 )
NT$450
*台大化學所有機化學詳解= Organic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 中 市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
11005 .-- 23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3-5-0 (平裝)
*台大化學所物理化學詳解= Physical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 中 市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
11005 .-- 23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3-6-7 (平裝)
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英文科: 102110 學年= Essential prep: technological
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joint college
entrance examination/希伯崙編輯團隊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司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441-5601 (全套:平裝)
司法五等: 公民歷屆試題分章題解/
黃永豐編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
文化, 11005 .-- 71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269-669-9 ( 平 裝 )
NT$580
司法五等: 國文/測驗解題一本通/楊
昕編著 .-- 15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05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71-2 (平裝) NT$580
幼兒生命教育啟蒙繪本: 媽媽,我怎
麼會從你肚子裡出來呢?/愛米, 肖猷
洪繪圖; 王早早文字 .-- 新北市 : 人
類, 11006 .-- 28 面; 23X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3-06-4 (精裝)
民法物權/張志朋編著 .-- 19 版 .-- 臺
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- 560 面; 23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67-5 (平
裝) NT$580

ISBN 978-986-514-789-1 ( 平 裝 )
NT$680

生物統計學/王瑋編著 .-- 第四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38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907 (平裝) NT$580

全民英語檢定通(中級): 2021 素養題
型(題本+解答)/王祈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空 中 美 語 文 教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5-40-1 (PDF)

生物統計學重點暨題型解析/韓勝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6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83-5 (平裝) NT$420
民事訴訟法(含家事法)解題書/李淑
明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6 .-- 6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79-8 (平裝) NT$650
民事訴訟法 combo list/宋定翔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5 .-- 48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40-5 ( 平 裝 )
NT$500
民事訴訟法概要/陳毅弘, 李由編著 .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5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88-2 (平裝)
民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師群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90-5 (EPUB)

刑法關鍵選擇/敖喬著 .-- 五版 .-- 臺
北市 : 新學林, 11005 .-- 58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69-9 (平裝)
NT$560

全民英檢滿分寶典: 初級閱讀測驗.
2021 新題型/陳明華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06 .-- 264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76-8 (平
裝) NT$399

行政法(概要)/李由, 林實恭著 .-- 七
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82-0 (EPUB)

共同科目 25 天速成(公職五等)/陳雲
飛, 許文達, 劉亭雲, 洪明明編著 .-七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6 .-- 6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98-1 (平裝)
刑法 爭點 Combo list/陸奢編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6 .-- 27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45-0 ( 平 裝 )
NT$300

民法概要/羅揚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
三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2-75-2 (EPUB)
民法概要關鍵選擇/禕伊, 青辛編著 .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5 .-4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074-3 (平裝) NT$410

自來水法及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/方
哲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
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2-80-6 (EPUB)

民事與刑事訴訟法大意題庫攻略/李
由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
資訊, 11005 .-- 512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2-87-5 (平裝)

年表看歷史= History chronicle/公立
高中名師群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5 .-- 88 面; 35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58-1 (第 1 冊:平裝)
NT$125

主題式土木施工學概要高分題庫/林
志憲編著 .-- 第七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數位文化, 11006 .-- 59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474-7 (平裝)
主題式法學緒論 讀本題庫二合一/陳
晟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
位出版, 11006 .-- 720 面; 26 公分 .--

刑事訴訟法考點透析/劉睿揚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63-7 (平裝) NT$450

全民英檢初級單字一本通/蘇秦作 .-三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05 .-32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9-72-0 (平裝) NT$349

刑法(概要)關鍵選擇/劉騏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5 .-- 40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668 (平裝) NT$420

丙級化學技能檢定學術科題庫解析/
鎵鋅工作室編著 .-- 八版 .-- 新北市 :
科友, 11006 .-- 22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464-350-9 ( 平 裝 )
NT$300

數位出版, 11005 .-- 384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47-4 ( 平 裝 )
NT$420

刑事訴訟法/王子鳴編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488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76-7
(上冊:平裝) NT$500
刑事訴訟法 爭點 Combo list/陸奢
編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
保成數位出版, 11006 .-- 40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43-6 (平
裝) NT$400
刑事訴訟法十堂解題課/許睿元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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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 combo list/王為編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
版, 11005 .-- 58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41-2 (平裝) NT$550
行政學新論. 111 版/郭雋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5 .-- 832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754 (平裝) NT$650
好真!模擬考: 律師司法官一試. 2021/
讀享編輯團隊編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6 .-- 45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60-1
(平裝) NT$450
老師開講: 刑法總則/李允呈編著 .-十一版 .-- 臺北市 : 新保成, 11006 .-8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1808-2 (平裝) NT$720
老師開講: 證券交易法/江赫編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
位出版, 11005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7-36-8 ( 平 裝 )
NT$520
老師解題: 民法(身分法)/關欣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5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44-3 ( 平 裝 )
NT$500
地理(區域地理)/林芳瑜, 陳凱荻, 鄭
俊彥編著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6 .-- 23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61-5 (平裝)
地理(通論地理)/陳年謀, 張凱婷, 盧
政良作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6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60-8 (平裝)

西敏信條研讀本/泰瑞.詹森( Terry L.
Johnson)著; 榮懌真譯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迦南翻譯出版社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391-4-0 (PDF)
地球科學習作簿/吳嘉鴻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62-8
(平裝) NT$88
地球說圖/陳子雨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60-4 (平裝)
NT$88
自然科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上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22-8 (平裝)
自然科學作業簿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23-5 (平裝)
企業管理大意題庫黃金考點完全攻
略/畢斯尼斯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
鼎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0-97-6 (PDF)
有機化學. 上/方智著 .-- 四版 .-- 臺中
市 : 及第, 11007 .-- 4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67-1-7 ( 平 裝 )
NT$600
考點式刑法一本通/陳奕廷(易律師)
編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7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55-2 (平裝) NT$680
百 變 CG 電 繪 職 人 技 : Painter x
Photoshop/黏成一團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2-830-5 (PDF)
身分法題型破解/大邁, 雷霸龍著 .-九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5 .-38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068-2 (平裝) NT$470
完全解讀複習講義. 數學 A+B. 1-4
冊(3-4 冊高二課程)/謝鈞編著 .-- 臺
南市 : 漢華文教, 11006 .-- 14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33-109-3 (平
裝) NT$210
我的煩惱很多: 與其逃跑不如戰鬥
吧!/果綵婕, 蕭雅瑛, 錢瑤作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7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20-9 (平裝)

我的閱讀課: 排灣族的生活科學/陸
怡琮主編; 陸怡琮, 方志豪, 江良捷,
李燕芳, 林怡君, 林依蘋, 林福基, 陳
秀玲, 黃雅玲, 曾喬嫈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華騰文化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47-168-3 (全套:平裝)

11008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96-7 (平裝)

我的閱讀課: 排灣族的生活科學(讀
本)/陸怡琮主編; 陸怡琮, 方志豪, 江
良捷, 李燕芳, 林怡君, 林依蘋, 林福
基, 陳秀玲, 黃雅玲, 曾喬嫈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華騰文化, 11005 .-- 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7-1669 (平裝) NT$450
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B 版). 第三冊/
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8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61-2 (平裝)

材料力學/洪達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- 816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60-6 (平裝)
NT$650
我們吃的米教師指引手冊/葉嘉雯,
鄭明昀課程設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
化, 11005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53-28-9 (平裝) NT$250
技師考試 2021 試題大補帖(電機工
程類)(102-109 年試題)(申論題型)/鄧
茗, 劉強, 張鼎, 李元, 劉承, 程逸, 陳
澤, 曾誠, 林力, 袁大為, 孫廷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75-8 (PDF)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(A 版). 第三冊/柴怡萱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929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(A 版). 第五冊/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4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360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(B 版). 第一冊/柯君達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936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皮課思互動學習單
(B 版). 第三冊/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629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A 版). 第三冊/
李偉綾, 楊智民, 楊慧君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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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中英文習作(B 版). 第一冊/
名師彙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8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03-2 (平裝)
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A 版). 第一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再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40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506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A 版). 第三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56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636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B 版). 第一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44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049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隨身讀(B 版). 第三
冊/東大英語編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52
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974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一本 GO(A 版).
第三冊/楊智民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7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09-4
(平裝)
技術型高中英文學習歷程快易通(A
版). 第一冊/葉依婷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5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561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習作. 5/許雯渝, 康
秀姿, 朱碧霞, 陳崇琪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45-7 (平裝)
NT$115
技術型高中國文閱讀越理解. 1/黃琇
苓, 傅耀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62-5 (平裝)

技術型高中國文隨堂習作. 5/東大國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4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37-7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5/東大國
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30-8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維生數 B 總複習講義/黃
銘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7 .-- 45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28-5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歷史(臺灣史)(普及版)/陳
鴻圖編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6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63-9 (平裝)
技術型高中學科制霸國文. 1/林梧衛,
范耘芬, 蔡孟芳, 洪可欣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6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42-1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公民
與社會授課指引/王富瑾, 郭孟佳, 郭
復齊, 顏偉家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翔宇, 11005 .-- 43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24-8-2 (平裝)
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00-6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色彩原
理/耿立虎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台科大圖書, 11005 .-- 20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59-7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
生涯規劃授課指引/陳湘芸, 陳怡螢,
蔡美娟, 許彣青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翔宇, 11005 .-- 18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724-9-9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藝術與
科技. 上冊= Arts and technology/洪一
平, 林經堯, 羅禾淋, 謝慧青, 李寅彰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育才國際文
化, 11005 .-- 2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62-0-6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
授課指引/鄭茜文, 蔡嘉如, 張雅喬,
蕭嘉銘, 許水富, 巫瑞華, 郭淑莉編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6 .-27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33-2-7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
習作簿/張嘉纖, 廖再春, 楊宜靜編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47-1 (平裝) NT$63

技術型高級中學語文領域國文. 第五
冊/余志挺, 吳玉杏, 吳瓊梅, 李江琪,
杜凱薇, 柯甄佩, 高秋芬, 莊秀美, 許
秀美, 陳秀珠, 陳殷宜, 陳涵筠, 陳嘉
琪, 蔡瑜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5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56-6 ( 平 裝 )
NT$335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地理
授課指引/張嘉纖, 廖再春, 楊宜靜編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6 .-35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33-1-0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笑傲統測
數學 B 總複習講義/林哲民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5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88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
習作簿/陳雪玉編著; 趙育農審訂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6 .-- 32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6-4
(平裝) NT$44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笑傲統測
數學 C 總複習講義/王裕閔, 林哲民,
賴映伶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6 .-- 4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8-29-7 (平裝) NT$40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歷史
授課指引/陳雪玉編著; 藍馨怡修
訂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6 .-4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33-0-3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一/李秀芳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2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7-5
(平裝) NT$50

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 B 版非選
手冊. 1= Sentence patterns & writing/
陳晉村, 李致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二/李秀芳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15-0
(平裝) NT$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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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三/李秀芳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17-4
(平裝) NT$50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四/李秀芳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16-7
(平裝) NT$50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習
作簿. 一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8-31-0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習
作簿. 二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8-14-3 (平裝) NT$50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習
作簿. 三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8-32-7 (平裝) NT$50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習
作簿. 四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8-33-4 (平裝) NT$50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授
課指引. 一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184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4-2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授
課指引. 二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18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5-9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授
課指引. 三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14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6-6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授
課指引. 四/李秀芳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192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13-6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基
礎練習題本. 一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5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39-6 (平裝)
NT$75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基
礎練習題本. 二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0 面; 30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1-9 (平裝)
NT$75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34-1
(平裝) NT$63
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11-2 (平裝)
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基
礎練習題本. 三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0-2 (平裝)
NT$7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
作簿. 二/謝立人, 張克旭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10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35-8
(平裝) NT$75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礎練習題本. 三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3-3 (平裝)
NT$69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基
礎練習題本. 四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38-9 (平裝)
NT$7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
作簿. 三/謝立人, 張克旭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12-9
(平裝) 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礎練習題本. 四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4-0 (平裝)
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一/謝立人, 張克旭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7 .-- 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8-18-1 (平裝) 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
作簿. 四/謝立人, 張克旭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36-5
(平裝) 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一/賴映伶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6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0-4
(平裝) NT$72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二/謝立人, 張克旭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8-19-8 (平裝) 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授
課指引(乙版). 一/周秉樺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264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8-0
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二/賴映伶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1-1
(平裝) NT$72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三/謝立人, 張克旭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8-09-9 (平裝) 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授
課指引. 二/謝立人, 張克旭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29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73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三/賴映伶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2-8
(平裝) NT$72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四/謝立人, 張克旭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8-08-2 (平裝) 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授
課指引. 三/謝立人, 張克旭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272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68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A+
課堂講義詳解本. 四/賴映伶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23-5
(平裝) NT$72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
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(乙版). 一/烏
龍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5 .-- 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8-30-3 (平裝) NT$8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授
課指引. 四/謝立人, 張克旭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44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51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習
作簿. 一/陳吳煜, 馬雅筠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3-3-4
(平裝) NT$75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素
養題本. 一/邱婉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
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10-5 (平裝)
NT$125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礎練習題本(乙版). 一/王豐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5-7
(平裝) NT$75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習
作簿. 二/陳吳煜, 馬雅筠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3-4-1
(平裝) NT$75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
作簿(乙版). 一/泰宇編輯部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37-2
(平裝) NT$63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礎練習題本. 一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42-6 (平裝)
NT$10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習
作簿. 三/陳吳煜, 馬雅筠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8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3-5-8
(平裝) NT$75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習
作簿. 一/謝立人, 張克旭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48 面;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礎練習題本. 二/王豐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習
作簿. 四/陳吳煜, 馬雅筠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96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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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3-6-5
(平裝) NT$81

11005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53-30-2 (平裝) NT$25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授
課指引. 一/馬雅筠, 陳吳煜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36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20 (平裝)

抉對選擇: 民法/千尋編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數位出版,
11006 .-- 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7-42-9 (平裝) NT$680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授
課指引. 二/陳吳煜, 馬雅筠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288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06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授
課指引. 三/陳吳煜, 馬雅筠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28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13 (平裝)

金氏紀錄重點集錦: 證券交易法/金
永勝編著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
數位出版, 11005 .-- 324 面; 1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4-778-5 ( 平 裝 )
NT$250
青春 10 問: 屬於未來世代的成長讀
本/柯貞伊, 賴士鈞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20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650 (平裝)

社區衛生護理學經典題型解析/程潔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5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61-3 (平裝) NT$500
初階外匯人員: 速成總整理/金融證
照編輯小組編著 .-- 第 18 版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- 85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55-0 (平裝)
NT$500
初等考試 五等特考: 會計審計法規
大 意歷屆題 庫完 全攻 略/吳侄璉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6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64-2 (平裝) NT$550

法律與生活/洪柏禎, 蔡孟彥, 魏千峯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5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86-8 (平裝)

初等考試 2022 試題大補帖(公民與
英文)(106-110 年初考試題)(測驗題
型)/Jacob Wu, 文遠, 楊華, 蔡邑作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86-4
(PDF)

法律與生活習作簿/法律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8 .-- 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85-1 (平裝)

社會學析論/畢成編著 .-- 第十三版 .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6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791-4 (平裝) NT$650

兒 科護理學 歷屆試題 詳解 / 丁玥編
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6 .-- 53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75-0 (平裝) NT$550

金榜: 高中物理學測複習講義/周志
平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5 .-- 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62-8 (平裝)

法院組織法(大意)/陳毅弘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5 .-- 5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86-8 (平裝)

金 榜化學學 測複習講 義 /高貫洲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5 .-- 2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79-6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
礎練習題本. 三/吳部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6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4-4 (平裝)

法院組織法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
名師群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
輔考資訊, 11006 .-- 440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2-97-4 (平裝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
礎練習題本. 四/吳部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3-9-6 (平裝)
NT$100

物理 A 習作/物理編輯小組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8 .-- 25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89-9 (平裝)

表演藝術在十二年國教課程之應用:
創新教學及跨域實踐/李其昌, 邱鈺
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4-12-5 (PDF)
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授
課指引. 四/陳吳煜, 馬雅筠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368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8-037 (平裝)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
礎練習題本. 一/吳部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3-7-2 (平裝)
NT$100
技術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C 基
礎練習題本. 二/吳部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翔宇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3-8-9 (平裝)
NT$100

完勝 CSEPT!: College Student English
Proficiency Test. 第 1 級/author HuiJing Hsiao, Kai-Ru Cheng, I-Ju Chen,
Jing-Yun Chang, LiveABC Editorial
Staff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公
司, 11006 .-- 11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1-562-5 (平裝)
我愛我自己教師指引手冊/林玉菁課
程 設 計 .-- 臺 北 市 : 親 親 文 化 ,

社區衛生護理學/陳靜敏, 董靜茹, 苗
迺芳, 邱子易, 蔡淑鳳, 高淑真, 李丞
華, 王惠玄, 陳品玲, 張淑卿, 游麗惠,
陳美滿, 謝佩倫, 邱淑卿, 劉玟宜, 蕭
伃伶, 周雨樺, 張綠怡, 林月桂, 簡莉
盈, 吳慧嫻, 洪琇芬, 謝亞倫, 鄧玉貴,
吳佩芝作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華杏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4-597-2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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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演藝術在十二年國教課程之應用:
創新教學及跨域實踐/李其昌, 邱鈺
鈞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4-13-2 (EPUB)
法學大意/洪正, 劉力編著 .-- 二十
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91-2 (EPUB)
法學大意搶分小法典/三民補習班名
師群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94-3 (EPUB)

法學大意搶分小法典(公職五等)/三
民補習班名師群編著 .-- 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5 .-- 632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783 (平裝)
法學大意題庫攻略/李由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6 .-- 56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96-7 (平裝)
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搶分題庫/
三民輔考金融證照研究小組編 .-- 三
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5 .-- 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85-1 (平裝)
金融科技力知識: 最新重點+試題解
析 速成總整理/柳威廷編著 .-- 第四
版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44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60-4 (平裝) NT$400
知識圖解: 公共管理. 111 版/郭雋編
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6 .-- 6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79-2 (平裝) NT$650
知識圖解: 新公共政策時事論解: 75
個最新時事. 111 版/郭雋編著 .-- 臺
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704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808 (平裝) NT$650
英文/劉保羅編著 .-- 17 版 .-- 臺北市 :
高點文化, 11005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69-673-6 ( 平 裝 )
NT$550
英文科歷屆統測試題/黃宏祿, 楊凱
全編著 .-- 增訂四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64-3 (平裝)
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3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80-3 (平裝)
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4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63-6 (平裝)
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5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
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48-3 (平裝)
南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6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8-73-5 (平裝)
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74-2
(平裝)
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4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68-1
(平裝)
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5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64-3
(平裝)
南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6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75-9
(平裝)
南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5-1
(平裝)
南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6-8
(平裝)
南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評量. 3
上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
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4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2-0 (平裝)
南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40-0 (平裝) NT$180
南版 i 學習. 自然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41-7 (平裝)
NT$1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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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1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71 (平裝)
南版 i 學習. 數學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5-7 (平裝)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50-9 (平裝) NT$70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80-0 (平裝)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51-6
(平裝) NT$70
南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79-4
(平裝)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5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03-5 (平裝)
南版良師數學講義. 5/陳凱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04-2 (平裝)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33-2 (平裝)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77-0 (平裝)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32-5
(平裝)
南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78-7
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1 上
(含首冊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

教, 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15-8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05-9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1 上(含首
冊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16-5 (平裝)
南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06-6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物理/翰林作者
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019-8 (平裝)

高中選修地理學習寶典. I, 空間資訊
科技/郭顯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19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46-4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數學. 1/蘇信誠,
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80-9 (平裝)

高中選修數學乙習作. 上/蘇啟寅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29-7 (平裝)
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選修數學甲.
上/蘇信誠, 吳勝雄, 張淑娟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20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426 (平裝)

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(大意)/洪正編
著 .-- 八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2-93-6 (EPUB)
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
學素養題本/施峰熙, 徐承義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8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59-8
(平裝) NT$125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1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85-5 (平裝)

高中地理, 一. 問題探究習作/賴進貴,
莊婉瑩, 林靜怡, 陳敏雀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3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39-6
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9-87-9 (平裝)

高中地理. 1, 試出圖解力/林巧屏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32-7 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1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862 (平裝)

高中地球科學習作/劉昀姍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73-1
(平裝)

南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88-6 (平裝)

高中物理習作/姚珩等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21-1 (平裝)

*朗朗學英語: 字彙. 第二集/邱增榮
作 .-- 修訂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億學文
教, 11005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196-2-2 (平裝附光碟片)

高中物理習作簿/張志維, 洪柏育, 葉
紘宇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61-1 (平裝) NT$81

高普考考試經濟學. 111 版/徐喬編
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6 .-- 576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82-2 (平裝) NT$620

高中國文課堂裡的閱讀及思辨/黃琇
苓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5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56-4 (第 5 冊:平裝)

高普考考試憲法關鍵讀本. 111 版/鄭
中基編著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6 .-- 62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83-9 (平裝) NT$580

高中無敵講義.化學/蔡家興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7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687 (平裝)

高普考財政學新論. 111 版/鄭漢編
著 .-- 臺 北 市 : 志 光 數 位 出 版 ,
11006 .-- 78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81-5 (平裝) NT$650

高中無敵講義.物理/陳正昇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1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181 (平裝)

高普考稅務法規. 111 版/鄭漢編著 .-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640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846 (平裝) NT$630

高中無敵講義.數學. 1/何俊明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84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830 (平裝)

財稅法題型破解/大寶, 覺常著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6 .-- 29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767 (平裝) NT$360

食品加工(含實習)奪分寶典/陳燕瑩,
陳凱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
復興, 11006 .-- 3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93-1-4 (上冊:平裝)
NT$500
紀綱的刑法總則解題書/紀綱編著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6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61-8 (平裝) NT$450
計算機概論(含原理)/陳啟豐編 .-- 十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3-47-5 (PDF)
保險法題型破解/海青, 溫拿著 .-- 十
版 .-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6 .-- 58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729 (平裝) NT$600
高中互動式教學講義.化學/陳文博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78-6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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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教育總複習/郭宜君, 蔡政玲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群英出版,
11006 .-- 4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61-8-6 (平裝)
神拿滿級分: 生物學測總複習/羽捷,
曾如玉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7 .-- 18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58-2 (平裝)

桃園捷運四合一全科速成攻略/鼎文
名師群主編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9-09-9 (PDF)
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. 6 上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87-8 (平裝)

恐龍來了教師指引手冊/游見惠課程
設計 .-- 臺北市 : 親親文化, 11005 .-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329-6 (平裝) NT$250

國小社會自修. 6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1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63-2 (平裝)

高職地理學習手冊. I/陳凱荻編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70-7 (平裝)

國小社會課堂練習. 3 上/社會領域編
輯團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30-3 (平裝)

高職地理學習手冊. II/林芳瑜, 陳凱
荻, 鄭俊彥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1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71-4 (平
裝)

國小國語自修. 1 上(含首冊)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004-4 (平裝)

高職國文降龍十八招/陳凱鈞, 李進
益編著 .-- 七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6 .-- 3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82-6 (平裝) NT$360
高職歷史 B 習作簿/陳俊宏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5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65-3 (平裝)
高職歷史 C 習作簿/各校名師彙編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2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11-7 (平裝)
素讀.公民/三民公民編輯小組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1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76-9 (第 3 冊:平裝)
國小生活自修. 1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31-0 (平裝) NT$370
國小生活自修. 2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1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88-5 (平裝)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. 4 上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6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85-4 (平裝)
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自修. 5 上/翰林
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86-1 (平裝)

國小國語自修. 6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03-7 (平裝)
國小國語課堂練習. 3 上/語文領域編
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08-2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生活. 1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53-3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生活. 2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54-0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4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37-3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5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38-0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社會. 6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39-7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1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97-7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國語. 6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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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98-4 (平裝)
國小實力評量. 數學. 3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043-3 (平裝) NT$195
國小數學自修. 5 上/黃金富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26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526 (平裝)
國小數學自修. 6 上/黃金富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26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892 (平裝)
國小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3 上/翰林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033-4 (平裝) NT$220
國小數學講義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34-1 (平裝) NT$220
國小隨堂演練. 社會. 3 上/南一社會
學習領域國小課程研發中心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- 4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437-9 (平裝)
國文/高朋, 尚榜編著 .-- 第十七版 .-新北市 : 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78-5 (PDF)
國文/測驗解題一本通/楊昕編著 .-30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70-5 (平裝) NT$580
國文升國 1 銜接教材/國文銜接教材
編撰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036-5 (平裝) NT$55
國中段考王. 公民. 1/王力平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7-5 (平裝)
NT$130
國中段考王. 公民. 5/王力平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91-8 (平裝)
NT$130
國中段考王. 地理. 1/陳佑婷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8-2 (平裝)
NT$130

國中段考王. 地理. 5/陳佑婷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8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97-0
(平裝) NT$130
國中段考王. 自然. 1/米可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4-4 (平裝)
NT$190
國中段考王. 自然. 5/李明憲, 李嘉琪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3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021 (平裝) NT$190
國中段考王. 英語. 1/John Chen 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6-8
(平裝) NT$190
國中段考王. 英語. 5/John Chen 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3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96-3
(平裝) NT$190
國中段考王. 國文. 1/徐芳薇, 惟璽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4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3-7
(平裝) NT$190
國中段考王. 國文. 5/陳韋伸, 惟璽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5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93-2
(平裝) NT$190
國中段考王. 數學. 1/林毅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5-1 (平裝)
NT$190
國中段考王. 數學. 5/林毅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10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03-8 (平裝)
NT$190

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38-8 (PDF)
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. 閱讀
篇(題本)/王祈堯總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39-5 (PDF)
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. 聽力
篇(題本+解答)/王祈堯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空 中 美 語 文 教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5-41-8 (PDF)
國文統測複習 28 週: 重點直擊/吳羿
編著 .-- 修訂七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8 .-- 4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69-8 (平裝)
國文統測歷屆試題/全國名師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1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61-0 (平裝) NT$175
國 文掌心 雷 / 三民國文編輯小組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7 .-- 15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34-6 (平裝)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自然. 1/楊宜
聆, 郭家玲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6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19-9 (平裝) NT$480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自然. 5/劉重
均, 錢宜新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6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05-2 (平裝) NT$480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社會. 1/吳正
宇, 李鎮獻, 陳玫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6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20-5 (平裝) NT$480

國中段考王. 歷史. 1/李允編著 .-- 臺
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2-0 (平裝)
NT$130
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社會. 5/吳正
宇, 李鎮獻, 紀念宜, 洪道, 陳玫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3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11-3
(平裝) NT$480

國中段考王. 歷史. 5/楊書濠編著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90-1 (平裝)
NT$130
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英語. 1/南一
英語編撰團隊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6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22-9 (平裝) NT$480

國 文科歷屆 統測試 題 / 各校名師編
著 .-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44-5 (平裝)
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英語. 5/曹珮
綺, 黃懷萱, 李婕妤編著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6 .-- 3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589-5 ( 平 裝 )
NT$480

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會考考不倒. 閱讀
篇(詳解)/王祈堯總編輯 .-- 初版 .--

116
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國文. 1/林如
月, 李 雅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一,
11006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24-3 (平裝) NT$480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國文. 5/李雅,
黃國書, 張育瑄, 柳色青, 惟璽, 施教
麟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588-8 (平裝) NT$480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數學. 1/李奇
士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621-2 (平裝) NT$480
國中超群新幹線自修. 數學. 5/李奇
士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606-9 (平裝) NT$480
國文補充講義/陳盈州, 曾茗嫄, 蘇莉
閔, 江伊薇編著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5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59-7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175
國文補充講義/陳盈州, 曾茗嫄, 蘇莉
閔, 江伊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63-4 (第 5 冊:平
裝) NT$135
國文補充講義/懷夜, 曾茗嫄, 蘇莉閔,
江伊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
文化, 11006 .-- 21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9-172-6 (第 1 冊:平裝)
NT$145
國中會考閱讀素養課: 學生怎麼學?
老師、家長該怎麼教?/梁虹瑩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83-8
(EPUB)
國中資優數學= Top math for junior
high school/陳惠民編著 .-- 臺北市 :
博志企業, 11006 .-- 216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700-0-4 (第 3 冊:平
裝)
國中數學科講義. 7 上/林佩綉, 駱果
欣作 .-- 新北市 : 漪欣數位科技,
11006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76-0-8 (平裝) NT$420
國中數學科講義. 8 上/林佩綉, 駱果
欣作 .-- 新北市 : 漪欣數位科技,
11006 .-- 1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76-1-5 (平裝) NT$420

國文隨身讀/顏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131 (第 5 冊:平裝)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數學.
5/ 陳志鴻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一,
11006 .-- 20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582-6 (平裝) NT$300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自然. 5/楊宜蓁,
楊子萱, 丁世彬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6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04-5 (平裝) NT$400
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歷史.
5/ 劉永晴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一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584-0 (平裝) NT$160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英語. 5/梁玲瑜,
邱鈺傑, 陳伶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6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595-6 (平裝) NT$410

國中聽力王. 英語.5/黃昕, 朱英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8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600-7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150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國文. 5/林香吟,
高珮軒, 李志偉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
一, 11006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592-5 (平裝) NT$400

國民中學自然科學活動紀錄簿(B 版).
第三冊, 二年級上學期/李明芳, 何黛
英, 郭青鵬, 洪啓軒, 林美秀, 李美惠,
陳柏亨, 盧佳欣編撰 .-- 初版二刷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76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07-5 (平裝)

國中學習標竿講義. 數學. 5/陳東崙
編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3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083 (平裝) NT$400
國文學習講義/全國名師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75-7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國文學習講義. 3/全國名師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57-3 (平裝) NT$130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公民.
5/ 鐘太宏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一,
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586-4 (平裝) NT$160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地理.
5/ 林佳瑩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一,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585-7 (平裝) NT$160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自然.
5/王捷, 林啟祥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7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583-3 ( 平 裝 )
NT$300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英語.
5/ 黃慧婷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一,
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581-9 (平裝) NT$320
國中點線面全方位評量講義. 國文.
5/呂雅雯, 邱崇哲, 小喬, 林香吟編
著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80-2
(平裝) NT$300

國 民 中 學 自 然 科 學 活 動 紀 錄 簿 (C
版)(紀錄本). 第三冊, 二年級上學期/
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青鵬, 洪啓軒, 林
美秀, 李美惠, 陳柏亨, 盧佳欣編撰 .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 2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06-8 (平裝)
國 民 中 學 自 然 科 學 活 動 紀 錄 簿 (C
版)(習題本). 第三冊, 二年級上學期/
李明芳, 何黛英, 郭青鵬, 洪啓軒, 林
美秀, 李美惠, 陳柏亨, 盧佳欣編撰 .- 初版二刷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 48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05-1 (平裝)
國民中學社會公民與社會練習本. 第
一冊, 一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
江映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張肇祥, 陳
品傑, 陳敏雀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7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77-9 (平裝)
國民中學社會地理練習本. 第一冊,
一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 江映
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張肇祥, 陳品傑,
陳敏雀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75-5 (平裝)
國民中學社會歷史練習本. 第一冊,
一年級上學期/丁珊珊, 方怡文, 江映
瑩, 宋幸蕙, 林靜怡, 張肇祥, 陳品傑,
陳敏雀編撰 .-- 二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2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76-2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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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中學科技活動紀錄簿. 3 上/江天
瑋, 林欣儒, 林德圭, 吳佩珊, 陳立庭,
蔡勝安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南一, 11008 .-- 6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594-9 (平裝)
國民中學科技課本. 3 上/江天瑋, 林
欣儒, 林德圭, 吳佩珊, 陳立庭, 蔡勝
安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8 .-- 2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587-1 (平裝)
國民中學健康與體育習作. 3 上/林俊
呈, 胡芷寧, 許智翔, 陳信志, 劉婉柔,
劉筱薇編撰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8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30-579-6 (平裝) NT$108
基本護理學考前衝刺/游麗娥編著 .-五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63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62-0 (平裝) NT$580
混合&閱讀題解題聖經(詳解)/王祈
堯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
語文教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5-37-1 (PDF)
混合&閱讀題解題聖經(試題)/王祈
堯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空中美
語文教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5-36-4 (PDF)
現行考銓制度(含公務員法)/李豪編
著 .-- 2 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
11006 .-- 6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87-7 (平裝) NT$680
現行考銓制度: 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研
究途徑/常亮編著 .-- 3 版 .-- 臺北市 :
志光數位出版, 11006 .-- 88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88-4 (平
裝) NT$700
康老師命題生活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1 上/田潔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
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8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3-7 (平
裝)
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3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81-0 (平裝)
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4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
11006 .-- 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65-0 (平裝)

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4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61-2 (平裝)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49-3
(平裝) NT$70

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5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8-46-9 (平裝)

專技人員考試: 多元型式作文/王翔,
謝耀慶作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
11005 .-- 29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75-765-9 (平裝) NT$450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74-9
(平裝)

專技社工師: 綜合題庫解析/張庭編
著 .-- 第七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數位出
版, 11005 .-- 81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4-777-8 (平裝) NT$750
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(教師用). 5/陳凱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01-1 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930 (平裝)

康版良師數學講義. 5/陳凱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6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02-8 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95-4 (平裝)

*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75-6 (平裝)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. 3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94-7 (平裝)

*康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76-3
(平裝)

康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6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76-6 (平裝)
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77-3
(平裝)
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4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69-8
(平裝)
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5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0-6
(平裝)
康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6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78-0
(平裝)
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1 上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7-5
(平裝)
康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8-2
(平裝)
康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9-9
(平裝)
康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講義. 3
上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

康版 i 學習. 自然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96-1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1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29-5 (平裝)
康版 i 學習. 數學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8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4-0 (平裝)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1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9-56-1 (平裝) NT$190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1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578 (平裝) NT$190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52-3 (平裝) NT$60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6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9-60-8 ( 平 裝 )
NT$190

康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53-0
(平裝) NT$60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9-55-4 (平裝) NT$190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48-6 (平裝) NT$70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38-7 (平裝) NT$190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73-2 (平裝)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39-4 (平裝) NT$190

康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1 上
(含首冊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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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, 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13-4 (平裝)

文, 11005 .-- 4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0-98-3 (平裝)

林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66-3 (平裝)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09-7 (平裝)

商業溝通/胡興梅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8 .-- 248 面;
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69-6
(平裝)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. 5/柯晏淩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67-0 (平裝)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1 上(含首
冊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14-1 (平裝)

國際公法國際私法歷屆試題解析/熊
韻隼(盧啟揚)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 11006 .-- 45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64-262-5
(平裝) NT$450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
5/蔡豐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58-8 (平裝)

康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1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10-3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1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57-2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34-9 (平裝) NT$190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1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589 (平裝)
康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35-6 (平裝) NT$190
統 計 學 : 精 選 666 題 分 章 題 解 =
Statistics: selected 666 problems with
solutions/許誠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672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59-0 (平裝)
NT$550
統計學經典 800 題/程大器編著 .-- 五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8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74-3 (平裝) NT$680
產 科護理學 歷屆試題 詳解 / 丁玥編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6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81-1 (平裝) NT$500
偷蛋大盜/安徽省地質博物館編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新 一 代 圖 書 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6-3 (平裝) NT$99
捷運招考捷運國文含公文寫作(測驗
題型)/寧遠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

國際私法一本通/劉韋廷編著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3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77-4 (平裝) NT$400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1 上(含首冊)/
翰林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11-2 (平裝)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09-9 (平裝)
國語作業簿(教師用). 6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13-6 (平裝)
國語作業簿. 1 上(含首冊)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12-9 (平裝)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歷史. 5/蔡豐謙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59-5 (平裝)
教學式聽力特快車. 5/田超英, 林佳
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佳音,
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48-879-7 (平裝附光碟片)
教學式聽力特快車. 5(教師用)/田超
英, 林佳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佳音, 11006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48-880-3 (平裝附光碟
片)
票據法(含概要)/趙朗, 胡劭安編 .-十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9-05-1 (PDF)
國學常識習作/吳采蓓, 游淑如, 賴婉
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6 .-- 14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08-7 (平裝)

國語作業簿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105 (平裝)

*國營化學專業科目 A 普通化學與
無機化學/荷澄化學作 .-- 第 1 版 .-臺中市 : 智遠文化教育, 11005 .-- 21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1-014 (平裝)

國語作業簿. 6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143 (平裝)

郵局外勤四合一 30 天速成/三民補
習班名師群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輔考資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92-79-0 (EPUB)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
5/曾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60-1 (平裝)

郵政三法大意與洗錢防制法大意題
庫/馬巡城編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鼎
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9-06-8 (PDF)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公民. 5/曾芯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61-8 (平裝)

郵政內勤六合一 歷屆試題限時批/鼎
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9-04-4 (PDF)

教學式講義國中社會.地理(教師用).
5/柯晏淩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
郵政外勤四合一 歷屆試題限時批/鼎
文名師群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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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9-27-3 (PDF)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67-0-0 (平
裝) NT$680

11006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101-8 (平裝)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公民與社會. 1/楊鎮, 陳皓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9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040-2 (平裝) NT$150

勞動社會法爭點解讀/李毅, 辰翊編
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6 .-- 6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82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生物學習講義 /李貞苡,
羅尹廷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069-1 (平裝)

普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.
第一冊/黃德壽, 池欣玲, 陳建森, 陳
建樺, 陳瑞辰, 詹恩華, 黃子榮編著 .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謳馨, 11008 .-- 2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931-970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地理空白地圖集. 第三冊
/三民地理編輯小組編繪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6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315 (平裝)
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化學/顏伯昌, 李莉甄, 林姵瓊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57-1 (平裝)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物理/郭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20-4 (平裝)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國文. 1/林聆慈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03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95-3 (平裝)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數學. 1/董展宏, 柯智元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4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847 (平裝)
最高水準全國高中月考.期考試題挖
挖哇. 歷史. 1/陳秀珍編著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10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72-4 (平裝)
飲料調製丙級題卡手冊/[群英出版有
限公司]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群英出版, 11005 .-- 4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1-7-9 (平
裝)
普高數學 B-A 補充教材/三民數學編
輯小組彙整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5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84-4 (平裝)
超級翰將講義. 自然(教師用). 1/翰林
自然作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7 .-- 2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37-2 ( 平 裝 )
NT$390

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
作. 一/育林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25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15-5 (平
裝)
普通型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習攻略習
作. 三/丁年初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8 .-- 17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77-6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化學習作/鍾昭國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7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45-2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化學探究活動手冊/廖旭
茂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7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38-4 (平裝)
普 通型高中 化學銜接 教材 / 林玉潔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98-1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化學學習講義/吉佛慈,
林偌婷, 劉俊庚, 鄧雅文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8 .-- 2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68-1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生物習作/何孟娟, 楊基
仲, 陳瑋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8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73-8 (平裝)

超級翰將講義. 自然. 1/翰林自然作
者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7 .-- 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038-9 (平裝) NT$390

普通型高中生物探討活動手冊/楊尚
達, 賴廷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68-4 (平裝)

普通生物學題庫/沈浩著 .-- 十二版 .- 臺中市 : 及第, 11006 .-- 592 面; 30

普通型高中生物銜接教材/紀荷玫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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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中地球科學習作 /汪惠玲,
王光正, 莊福泰, 周家祥, 萬義昞, 謝
莉芬, 白佩宜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57-8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地球科學探究活動手冊/
汪惠玲, 王光正, 莊福泰, 周家祥, 萬
義昞, 謝莉芬, 白佩宜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64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地理探究力活動手冊. 第
三冊/尤俊華, 李承玫, 陳芳敏, 張淑
瑜, 楊念慈, 蔡秉恆編著委員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7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139-1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地理閱讀素養題本. 第三
冊/洪佩鈺, 蔡慧瓊, 藍冠傑, 鐘大益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6 .-- 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72-1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地理學習攻略習作. 第三
冊/楊嵐雅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236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95-0 (平
裝)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主題
探究篇: 一定要面對的能源真相/高
文芳, 陳其威, 張弘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80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主題
探究篇: 祕密藏在光譜裡!/汪惠玲,
王光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5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78-3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主題
探究篇: 變色密碼追追追/吉佛慈, 曾
茂仁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79-0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自然科探究與實作共同
基礎篇: 我的校園科學地圖/陳其威,
張弘, 吉佛慈, 曾茂仁, 于小雅, 汪惠
玲, 王光正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1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81-3 (平
裝)
普通型高中全試線英文. 第五冊/林
芸亦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6 .-- 20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106-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技術型高中健康與體育
領域體育授課指引. 第五冊/尤聰銘
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6 .-- 16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2-55-0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物理習作/陳年謀, 張凱
婷, 盧政良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0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59-2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物理探究活動手冊/三民
物理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3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58-5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中
量級. 第一冊/王信雲, 王靖賢, 呂香
瑩, 李秋雲, 吳品翰, 洪秋萍, 施和興,
許芳綺, 葉秋菊, 樊可瑜, 戴逸群, 應
惠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7 .-- 13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57-5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中
量級. 第三冊/王信雲, 王靖賢, 仲偉
芃, 呂香瑩, 李秋芸, 吳品翰, 林依依,
林冠瑋, 洪秋萍, 施和興, 張瑛玿, 張
瀅蕙, 曹代賢, 許芳綺, 彭信哲, 曾郁
淇, 楊佳純, 樊可瑜, 蔡宜珊, 應惠蕙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5 .-- 14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99-8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中
量級. 第五冊/許芳綺, 鍾怡媛, 王靖
賢, 張瀅蕙, 呂香瑩, 魏宏軒, 樊可瑜,
葉秋菊, 洪秋萍, 陳雲釵, 彭信哲, 楊
佳純, 李秋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8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55-1 (平裝)

民圖書, 11007 .-- 11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23-0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羽
量級. 第一冊/許芳綺, 鍾怡媛, 王靖
賢, 張瀅蕙, 呂香瑩, 魏宏軒, 樊可瑜,
葉秋菊, 洪秋萍, 陳雲釵, 彭信哲, 楊
佳純, 李秋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13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56-8 (平
裝)

普通型高中英文超素筆記. 第三冊/
林瑞瑀, 黃可欣, 薛詩音, 羅婉珍, 鄭
旭倫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5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94-3 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羽
量級. 第三冊/王信雲, 王靖賢, 仲偉
芃, 呂香瑩, 李秋芸, 吳品翰, 林依依,
林冠瑋, 洪秋萍, 施和興, 張瑛玿, 張
瀅蕙, 曹代賢, 許芳綺, 彭信哲, 曾郁
淇, 楊佳純, 樊可瑜, 蔡宜珊, 應惠蕙
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5 .-- 1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00-1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「異」起來上課. 羽
量級. 第五冊/許芳綺, 鍾怡媛, 王靖
賢, 張瀅蕙, 呂香瑩, 魏宏軒, 樊可瑜,
葉秋菊, 洪秋萍, 陳雲釵, 彭信哲, 楊
佳純, 李秋芸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8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59-9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文法句型 A++. 第一
冊/名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
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8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25-4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. 第一冊/蘇文
賢等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7 .-- 103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29-2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習作. 第三冊/鄭旭
倫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8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05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單字片語 A++. 第一
冊/洪珮菱, 張琇雲, 楊曜璘, 黃可欣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7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24-7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黃金三角. 第三冊/
洪珮菱, 林嶽峙, 李永成, 楊曜璘, 許
惠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5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91-2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英文黃金三角. 第五冊/
洪珮菱, 梁亦屏, 李永成, 楊曜璘, 許
惠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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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中國文語文養成習作. 五/
陳怡伶, 陳雯漪, 楊可欣, 劉希珍, 賴
芸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7 .-- 9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21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課外閱讀文選. 五/
王誠御, 柯恩琪, 蔡鄢如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7 .-- 10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14-8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隨身讀. 第五冊/顏
瑞芳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7 .-- 3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19-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國文學習講義. 一/三民
國文編輯小組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2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87-5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數學 A 習作. 第三冊/林
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8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82-0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數學 B 習作. 第三冊/林
國華, 黃吉南, 黃俊瑋, 蘇順聖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8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083-7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歷史習作. 第二冊/張肇
祥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88-2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學科制霸選修歷史. I/王
清美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
圖書, 11007 .-- 25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22-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公民與社會學習攻
略習作. I/鄭煒儒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2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17-9
(平裝)

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. I, 探究活動手
冊/林威志, 陳映辛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8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52-0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習作. I/鍾昭國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7 .-- 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46-9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化學習作. II/化宇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7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7-147-6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探討活動手冊.
I/楊尚達, 賴廷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53-7
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生物學習講義. I/李
貞苡, 孫允中, 石采艷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1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544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習作. II/陳正源,
陳其威, 黃信雄, 楊才民, 楊宗侃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1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55-4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物理學習講義. II/韋
裕霖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
民圖書, 11006 .-- 25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054-7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數學乙學習講義. 上
冊/郭志重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15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26-1 (平
裝)
普通型高中選修歷史習作. I/陳威齊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7 .-- 1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35-3 (平裝)
普通型高中議起玩國文(學生用). 五/
呂旻勳, 陳珈吟, 陳菀萱, 黃健綸, 詹
欣穎, 鮑可軒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7 .-- 13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49-0 (平
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.自然科學領域
生物授課指引/林元露, 王秀觀, 童禕
珊, 趙振寰, 于小雅, 林峻緯編著委

員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5 .-28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2-26-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地理別冊. 第三
冊/俊華, 李承玫, 陳芳敏, 張淑瑜, 楊
念慈, 蔡秉恆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5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12-4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:
生物探討活動紀錄簿/蘇懿生, 辛致
煒, 陳韻安, 劉崇文, 朱芳琳, 湯偉君,
林宗穎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7 .-- 48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47-1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化學實驗活動手冊/蘇捷魁, 黃業建,
廖靜宜, 吳秋月, 王瓊蘭編輯委員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52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90-8
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高中物理學測總複習講義詳解本/王
尊信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5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25-3 (平裝) NT$50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. IV, 電磁現象一/姚珩, 張
嘉泓, 李重賢, 陳東閔, 劉國棟, 吳承
宣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96-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 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IV, 電
磁現象一/邱世寬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泰宇, 11005 .-- 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23-9 (平裝)
NT$50

銓, 江振德, 林玉雯, 柯玉貞, 胡瑜丰,
許銘雄, 陳志崑, 蔡宗儒, 蘇彥仁編著
委員; 尤聰銘主編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5 .-- 16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17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地理. I, 空間資訊科技/康嘉芬 陳敏
雀, 林靜怡, 吳孟寰, 李柏翰, 莊婉瑩,
江映瑩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184 面; 27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15-0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選修
地理. II, 社會環境議題/林靜怡, 陳敏
雀, 吳孟寰, 吳婉嫕, 康嘉芬, 江映瑩
編輯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40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2-035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片語
隨身讀. 第一冊/三民英語編輯小組
彙整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51-3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單字片語手冊. 1= English
reader/陳純音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5 .-- 104 面; 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79-3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文
高中英文閱讀測驗 All Star. 1/陳宏維,
陳毅雄, 劉哲夫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翰林, 11006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55-7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生涯
規劃授課指引/林斐旻, 林曉君, 何宜
純, 陳思琪, 薛凱方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5 .-- 120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24-6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授課指引. IV, 電磁現象一/
傅祖怡, 蔡志申, 蔡銘賢, 陳忠城, 胡
佳瑒, 羅焜哲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5 .-- 224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56-7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
生命教育授課指引/蕭景芳, 朱秋倫,
呂雅智, 林秋萍, 林雅韻, 翁玉華, 陳
采妍, 黃照晴, 謝伶麗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5 .-- 144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20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
選修物理實驗一把罩. V, 電磁現象
二與量子現象/湯郁然編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57-4 (平裝)
NT$65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習作簿. 一/唐書志, 蔡韋弘, 洪志瑋,
林世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7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27-7 (平裝) NT$100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
等學校體育授課指引. 第一冊/王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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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
習作簿. 二/林玉惇, 吳嵐婷, 王統新,
洪志瑋, 吳汀菱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

市 : 泰宇, 11007 .-- 9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28-4 ( 平 裝 )
NT$125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
會. I/胡伯維, 林宗弘, 何明修, 丁年初,
林茂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7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218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公民與社
會.I/胡伯維, 林宗弘, 何明修, 丁年初,
林茂廷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
三民圖書, 11007 .-- 15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7-116-2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化學教師
手冊. IV/劉如熹, 邱智宏, 周芳妃, 吳
明禧, 陳昭錦, 陳偉民編撰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南一, 11006 .-- 29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78-9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生物課本.
IV, 生態、演化及生物多樣性/鍾楊
聰, 吳雨哲, 鄭乃彧, 龔雍任, 詹濠先
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6 .-- 20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23-6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課本.
IV, 電磁現象一/王俊乃, 張良肇, 趙
臨軒, 謝易霖, 何俊昌, 呂健嘉, 方文
宗, 吳隆枝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南一, 11005 .-- 20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0-489-8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物理課本.
V, 電磁現象二與量子現象/王俊乃,
方文宗, 何俊昌, 呂健嘉, 吳隆枝, 張
良肇, 趙臨軒, 謝易霖編撰委員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17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09-0
(平裝)

南市 : 南一, 11007 .-- 17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607-6 (平裝)
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53-6
(平裝) NT$50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. Ⅰ/
王世宗, 衣若蘭, 楊翎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三民, 11008 .-- 17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21-8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選修
化學 A+課堂講義. IV/許靖松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- 16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192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探究
與實作. III/林果顯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, 11005 .-- 12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4-7217-1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美術
授課指引. 上/林麗雲, 簡俊成, 張懿
品, 林宏維, 陳上瑜, 田憶萍編著委
員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6 .-2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22-54-3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選修化學教
學講義. IV,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/林虹
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5 .-- 1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76-4 (平裝) NT$263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選修地理教
學講義. II, 社會環境議題/徐珮馨, 龔
琪嵐, 王咨尹, 杜雅鈴, 林怡秀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6 .- 2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9-171-9 (平裝) NT$338
普通型高級中學(SUPER)選修歷史教
學講義. I, 族群、性別與國家的歷史/
張睿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
化, 11005 .-- 14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67-2 (平裝) NT$250
普通型高級中學(領航)英文. 5/匡德
勳, 馬巧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6 .-- 296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77-1 ( 平 裝 )
NT$338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乙. 上
/游森棚, 林延輯, 柯建彰, 洪士薰, 洪
育祥, 張宮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16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28-0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(領航)國文. 5/陳婉
玲, 澎客來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6 .-- 280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78-8 ( 平 裝 )
NT$300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數學甲. 上
/游森棚, 林延輯, 柯建彰, 洪士薰, 洪
育祥, 張宮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6 .-- 23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2-044-0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(乙版).
1/陳敦源, 陳文政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- 188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-168-9 (平
裝) NT$330

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選修歷史. I, 族
群、性別與國家的歷史/李道緝, 柯
惠鈴, 王良卿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

普通型高級中學自然科學領域物理
A+課堂講義詳解本/邱世寬編著 .-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36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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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型高級中學英文. 5/王昭慧, 王
貞慧, 白玉璽, 呂雅慧, 周向南, 林明
慧, 邱馨嫻, 洪碧遠, 陳彥伶, 劉志芳,
劉芳君, 蔡鴻明, 蔣佩珊, 賴筱嵐,
André Louw 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龍騰文化, 11006 .-- 220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19-166-5 ( 平 裝 )
NT$335
普通型高級中學校自然科學領域選
修物理物理說圖. Ⅳ, 電磁現象一/孫
秉文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5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18-5 (平裝) NT$125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二/吳汀菱, 林淑
娥, 洪瑞英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46-8 ( 平 裝 )
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三/吳汀菱, 林淑
娥, 洪瑞英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7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47-5 (平裝) NT$75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A+課堂講義詳解本. 四/吳汀菱, 林淑
娥, 洪瑞英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48-2 (平裝) NT$81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A 素養題本. 三/邱健銘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41-3
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A 素養題本. 四/邱健銘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43-7
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A 習作簿. 三/林鈺傑, 徐政業, 林世
偉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7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29-1 (平裝) NT$100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A 習作簿. 四/林世偉, 蘇曉洳, 吳嵐
婷, 唐書志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7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31-4 ( 平 裝 )
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B 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. 三/黃敏
哲 , 陳家豪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7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51-2 (平裝) NT$75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B 素養題本. 三/邱健銘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42-0
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B 素養題本. 四/邱健銘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44-4
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B 習作簿. 三/林鈺傑, 邱婉嘉, 林怡
寶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7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30-7 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B 習作簿. 四/林世偉, 吳佩蓁, 黃淑
華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7 .-- 7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32-1 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素養題本. 一/邱健銘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1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39-0 (平裝)
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高中數學
素養題本. 二/邱健銘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40-6 (平裝)
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+課
堂講義詳解本. 一/吳汀菱, 林淑娥,
洪瑞英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7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45-1 (平裝) NT$10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基
礎練習題本. 三/林志強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11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35-2
(平裝) NT$150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A 基
礎練習題本. 四/葉子榕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11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37-6
(平裝) NT$150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
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. 四/陳家豪編
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52-9 (平裝) NT$81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礎練習題本. 三/林志強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36-9
(平裝) NT$125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 B 基
礎練習題本. 四/葉子榕編著 .-- 再
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7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38-3
(平裝) NT$125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
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. 一/黃敏哲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7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49-9 (平裝) NT$75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
FOCUS 焦點講義詳解本. 二/黃敏哲
編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泰宇,
11007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22-50-5 (平裝) NT$75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生物 A+課堂講
義. IV/鄭楷騰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泰宇, 11007 .-- 13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22-2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地理. I, 空間資
訊科技/林聖欽, 王聖鐸, 朱健銘, 陳
哲融, 張文菘, 洪挺晏, 曾露儀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 18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9-155-9 (平裝) NT$330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地理. I, 空間資
訊科技/謝承霖, 鄭涵娟, 袁榮茂, 何
榆, 王翠華, 陳建智, 張麗蓉, 高子珺
編撰委員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
11008 .-- 2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598-7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地理. II, 社會
環境議題/盧昕彤, 陳孜鴻, 彭佳偉,
藍振皓, 王瑋臻, 施縈潔編撰委員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8 .-- 16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0-5994 (平裝)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物理. V, 電磁
現象二與量子現象/林秀豪, 徐國誠,
鄭呈因, 張銘傑, 林子立, 吳易哲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5 .-- 13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60-3 (平裝) NT$300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基礎
練習題本. 一/林志強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11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33-8 (平裝)
NT$150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歷史. I, 族群、
性別與國家的歷史/戴寶村, 陳正國,
陳登武, 藍適齊, 朱明希, 陳秀珠, 黃
郁惠, 葉至齡編著 .-- 新北市 : 龍騰
文化, 11005 .-- 176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9-162-7 ( 平 裝 )
NT$330

普通型高級中學數學領域數學基礎
練習題本. 二/林志強編著 .-- 再版 .-新北市 : 泰宇, 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22-34-5 (平裝)
NT$150

普通高級中學選修地球科學: 大氣、
海洋與天文/劉麗純, 許瑋琇, 何玉婷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全華圖書,
11007 .-- 18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3-760-4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公民與社會. II,
民主政治與法律/王業立, 林安邦主
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5 .-- 18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9-165-8 (平裝) NT$330

普通數學題庫攻略/莫非編著 .-- 二
版 .-- 臺 北 市 : 三 民 輔 考 資 訊 ,
11005 .-- 37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83-7 (平裝)

普通型高級中學選修化學 A+課堂講
義. V/許靖松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泰宇, 11006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2-21-5 (平裝)

*進會考: 國文總複習講義主題式/覃
子居, 溥豊仁, 吳風蓉編著 .-- 臺中
市 : 奇鼎, 11004 .-- 34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5-79-5 ( 平 裝 )
NT$440
*進會考: 數學總複習講義. 1-4 冊/何
羽珊編著 .-- 臺中市 : 奇鼎, 11004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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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5-80-1 (平裝) NT$300

25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253-5 (平裝)

分 .-- ISBN 978-986-231-458-6 (第 18
冊:平裝) NT$150

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數學步道魔
幻骰子. 二部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高 雄 市 : 京 尼 教 育 科 技 ,
11005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4-41-3 (平裝)

新一代科大四技商業與管理群數位
科技概論與應用升學跨越講義/豪義
工作室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
大圖書, 11005 .-- 300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3-255-9 (平裝)

會計學(含概要)/王龍應編 .-- 十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59-03-7 (PDF)

超腦麥斯 創意思維數學 數學步道魔
幻骰子. 首部/謝榮利總編輯 .-- 初
版 .-- 高 雄 市 : 京 尼 教 育 科 技 ,
11005 .-- 2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4-40-6 (平裝)

新一代科大四技農業群農業概論升
學寶典/陳新安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5 .-- 464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56-6 (平
裝)

無敵自修. 高中數學. 1/林志強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2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259 (平裝)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微處
理機升學寶典/謝新洲, 謝輔誠編著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 ,
11005 .-- 2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57-3 (平裝)

跟 Adobe 完全掌握 After Effects CS5
視覺特效合成/Mark Christiansen 作;
吳國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
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2-825-1 (PDF)
新一代科大四技化工群分析化學含
實習升學寶典/歐秉原, 曾憲平, 張家
銘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
書, 11007 .-- 3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62-7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底盤原
理含實習升學寶典/黃旺根, 羅仲修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6 .-- 39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51-1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動力機械群應用力
學升學寶典/郭逸安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6 .-- 30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689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造形原理升
學寶典/謝啟駿編著 .-- 1 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7 .-- 250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65-8 (平
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基礎術
科(基本設計與繪畫基礎)升學寶典/
蘇文雄, 廖曼鈞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5 .-- 332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61-0 (平
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設計群設計概論升
學寶典/曾清旗, 王宗興編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5 .--

新一代科大四技電機與電子群數位
邏輯設計升學寶典/黃傑, 陳海誓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
11005 .-- 300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54-2 (平裝)
新一代科大四技餐旅群餐飲服務技
術升學寶典/劉君慧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, 11006 .-- 350
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3-2634 (平裝)
電子學(含實習)考前搶分秘笈/陳以
熙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文字復興,
11006 .-- 360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93-2-1 (平裝) NT$380
電子學(含實習)奪分寶典/陳俊, 林瑜
惠, 陳以熙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文字復興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493-3-8 (上冊:平裝) NT$380 .-ISBN 978-986-06493-4-5 (下冊:平裝)
NT$380
電工機械(含實習)(歷年試題+模擬
考)/程昊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
千華數位文化, 11006 .-- 30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0-461-7 (平
裝)
當代臺灣教育政策議題分析/楊思偉
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68-5 (PDF)
新制多益全真模擬試題= New format
TOEIC model test/劉毅主編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學習, 11006 .-- 72 面; 26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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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科必勝秘笈/林朝金, 蕭盈璋編著 .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台科大圖書 ,
11005 .-- 243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3-266-5 (平裝)
達陣國中閱讀素養複習講義重點本.
理化科. 3-4 冊/段清文編 .-- 臺南市 :
漢華文教, 11005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3-108-6 ( 平 裝 )
NT$260
達陣複習講義. 數學 A. 1-4 冊(3A-4A
冊高二課程)/林志強編著 .-- 臺南市 :
漢華文教, 11006 .-- 264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33-110-9 ( 平 裝 )
NT$245
想 做 好 網 站 一 定 要 會 的 CSS3/Zoe
Mickley Gillenwater 作; 張雅芳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28-2
(PDF)
新無敵自修. 自然. 3/何錫霖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376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991 (平裝)
新無敵自修. 社會. 5/吳承泰, 劉鎮銘,
于珊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37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74-8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(教師用). 3/林
詩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91-5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(教師用). 5/林
詩英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69-4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. 5/林詩英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12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70-0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(教師用).
5/王佳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
林, 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33-964-9 (平裝)
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公民. 5/王佳
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65-6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(教師用).
5/方嘉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81-6 (平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社會.歷史. 5/方嘉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33-982-3 (平裝)
新無敵實力評量. 社會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翰林, 11005 .-- 44 面; 3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71-7 (平裝)
農會招考農業概論/任瑞書編 .-- 六
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 11005 .-- 32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9-10-5
(平裝)
微積分講義/吳舜堂, 洪春凰, 林建州,
林建仲, 林晶璟, 劉國安著 .-- 二版 .-新北市 : 滄海圖書資訊, 11005 .-- 31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15-22 (平裝)
經濟部二合一速成: 企業概論(企業
管理)+法學緒論. 2021/楊鈞, 伍迪
作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70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57-4 (平裝) NT$650
經濟部二合一速成: 管理學+經濟學.
2021 版/楊鈞, 葉倫編著 .-- 新北市 :
宏典文化, 11005 .-- 732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275-756-7 ( 平 裝 )
NT$650
經濟部聯招(政風類組)考試專用 歷
屆題庫 6 合 1/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
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第二版 .-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6 .-- 480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62-8
(平裝) NT$450
經濟部聯招(財會類組)考試專用 歷
屆題庫 6 合 1/宏典文化國營事業招
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- 420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58-1 (平
裝) NT$450
經濟部聯招新進職員(企管類組)歷
屆題庫 6 合 1. 2021/宏典文化國營事
業招考對策研究小組編著 .-- 新北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- 728 面; 23 公

新講義. 自然. 5/林壽明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- 20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89-1
(平裝) NT$290

圖解 AI: 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技
術與原理/株式会社アイデミー, 山
口達輝, 松田洋之原著; 衛宮紘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51-0
(PDF)

新講義. 數學. 5/林錦榮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- 21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390-7
(平裝) NT$290

圖解 LINUX 指令操作與網路設定/
河野寿著; 許郁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2-852-7 (PDF)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5(適南
版)/Rita Hsu, Sean Huang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09-6
(平裝) NT$140

圖解式法典: 行政法/朱律師編著 .-11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5 .-5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657-6 (平裝) NT$550
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54-3 (平裝)
NT$550
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5(適康
版)/Rita Hsu, Alex Chen 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08-9
(平裝) NT$140
試題篇. 英語文法 GoGoGo. 5(適翰
版)/Rita Hsu, Lucy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- 7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10-2 (平裝)
NT$140
試題篇. 數學. 5(適康版)/郭熙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- 8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-411-9
(平裝) NT$150
試題篇. 數學. 5(適翰版)/簡啟祐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12-6 (平裝) NT$150
銀行共同科目歷屆試題/三民補習班
名師群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
考資訊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73-8 (EPUB)
銀行考試銀行題庫考前攻略. 110 版/
文呈, 池錚, 許偉, 陳晟編著 .-- 臺北
市 : 志光數位出版, 11005 .-- 576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4-776-1
(平裝) NT$650
銀行法(概要)與洗錢防制法規/金道
亨編 .-- 9 版 .-- 臺北市 : 鼎文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9-08-2 (PDF)
精通學測生物重點觀念. 精要篇/施
懿修編著 .-- 臺北市 : 華逵文教科技,
11005 .-- 2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48-100-2 (平裝) NT$2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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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準制高中學測資優數學複習講義.
B/朱正康編著 .-- 新北市 : 建興文化,
11005 .-- 34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24-397-8 (平裝) NT$360
網路概論/陳啟豐編 .-- 十版 .-- 臺北
市 : 鼎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3-48-2 (PDF)
圖解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 /池體演,
溫聰敏, 林鑑澄, 王正源, 林孟章, 吳
敏勇, 陳志宏, 黃孟偉, 賀士麃編輯 .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實力圖書, 11005 .- 69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56-1-3 (平裝) NT$1400
圖 層 Layers: 掌 握 Photoshop 關 鍵
/Matt Kloskowski 作; 張雅芳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26-8 (PDF)
旗艦高中系列: 二年級/三貝德編輯
團隊編 .-- 新北市 : 三貝德數位文創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537-31 (全套:平裝)
旗艦國中系列: 二年級/三貝德編輯
團隊編 .-- 新北市 : 三貝德數位文創,
11004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537-79 (全套:平裝)
衛生行政與管理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宸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05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56-9 (平裝) NT$400
衛生法規與倫理重點暨題型解析/許
宸嫚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
化, 11005 .-- 2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72-9 (平裝) NT$400
數位邏輯設計(歷年試題+模擬考)/李
俊毅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千華

數位文化, 11006 .-- 412 面; 26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0-477-8 (平裝)
*調查局特考化學鑑識組生物化學/
荷澄化學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 智
遠文化教育, 11005 .-- 75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1-02-1 (平裝)
課程發展與設計原理/任慶儀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42-2 (PDF)
數學 B 統測歷屆試題/全國名師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
11005 .-- 6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9-170-2 (平裝) NT$125
數學 C 統測歷屆試題/吳維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龍騰文化, 11005 .-8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9169-6 (平裝) NT$125
數學作業簿(教師用). 3 上/翰林作者
群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
11006 .-- 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2-026-6 (平裝)
數學作業簿. 3 上/翰林作者群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- 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273 (平裝)
數學最強王: 拿高分學習套書/山內
惠介監修; 黃經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和平國際文化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371-293-0 (全套:平裝)
數學學測考型: 曲線、圖形及空間性
質/姚俊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jun, 11004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79-0 (平裝)
*閱讀練五功素養能力養成練習本:
國小中年級課程. 2/李永貞, 陳愫儀,
陳 人 豪 編 著 .-- 臺 南 市 : 南 一 ,
11008 .-- 1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30-610-6 (平裝) NT$220
閱讀縱古今: 跨主題閱讀測驗 120 篇
/王亭權, 王秀珠, 王宏之, 吳采蓓, 李
美麗, 徐玉玲, 陳文吉, 游淑如, 楊乃
雯, 廖羽, 蔡孟樺, 鍾璧妃, 顧明和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7 .-- 18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67-4 (平裝)
歷史(中國史)(普及版)/林桶法編著 .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6 .-- 17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66-0 (平裝)

歷史(世界史)/林美香編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6 .-- 182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0622 (平裝)
歷史 A 習作簿/陳俊宏編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6 .-- 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067-7 (平裝)
學生打工教戰守則/陳俐婷作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弘 雅 三 民 圖 書 ,
11007 .-- 1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27-8 (平裝)
歷史究有趣. 2= Play history. II/藍馨
怡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翔宇,
11007 .-- 56 面; 32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8-49-5 (平裝) NT$75
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3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7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79-7 (平裝)
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4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62-9 (平裝)
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49-0
(平裝)
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6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72-8
(平裝)
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1 上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12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1-3
(平裝)
翰老師命題國語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鄭愛妮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2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54-4
(平裝)
翰老師命題數學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鄧安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4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66-7
(平裝)
翰老師命題數學資優班專用評量. 3
上/吳珍珠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園市 :
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5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60-5 (平裝)

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5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47-6 (平裝)

憲法 爭點 Combo list/呂晟, 湯米編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技保成
數位出版, 11006 .-- 500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7-46-7 ( 平 裝 )
NT$500

翰老師命題自然與生活科技安親班
專用講義式評量. 6 上/田潔編 .-- 第
二 版 .-- 桃 園 市 : 良 品 出 版 社 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8-70-4 (平裝)

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(教師用).
5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68-8 (平裝)

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3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71-1
(平裝)
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4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8-67-4
(平裝)
翰老師命題社會安親班專用講義式
評量. 5 上/余惠琪編 .-- 第二版 .-- 桃
園市 : 良品出版社, 11006 .-- 100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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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版 i 練英語文法宅急便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671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公民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602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公民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59-6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英語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26 (平裝) NT$180

翰版 i 學習. 英語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3-3 (平裝)
NT$180

北市 : 薪橋, 11005 .-- 45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391-77-2 (平裝)
NT$400

翰版 i 學習. 國文(教師用). 1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585 (平裝) NT$185

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. 數
學科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2 版 .-- 臺
北市 : 薪橋, 11005 .-- 28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391-79-6 (平裝)
NT$270

翰版 i 學習. 國文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04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59-2 (平裝)
NT$185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1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01-3
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. 數學(教師用). 1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96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64 (平裝)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6 上(乙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94-6
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. 數學. 1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11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8-8 (平裝)

翰林生字語詞練習簿. 6 上(甲本)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7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-993-9
(平裝)

翰版 i 學習. 歷史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701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. 歷史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7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69-5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地理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664 (平裝)
翰版 i 學習地理. 5/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65-7 (平裝)
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. 自
然科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3 版 .-- 臺
北市 : 薪橋, 11005 .-- 4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391-81-9 (平裝)
NT$420
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. 社
會科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3 版 .-- 臺
北市 : 薪橋, 11005 .-- 31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391-80-2 (平裝)
NT$300
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. 英
文科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2 版 .-- 臺
北市 : 薪橋, 11005 .-- 3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8391-78-9 (平裝)
NT$340
歷屆公立高中學測模擬試題解析. 國
文科/薪橋編輯部編著 .-- 14 版 .-- 臺
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62-6 (平裝)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92-3
(平裝)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. 5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4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61-9
(平裝)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3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64-0 (平裝)
翰版自然科課堂作業. 3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63-3
(平裝)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3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20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46-2 (平裝) NT$285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21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71-8 (平裝)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. 3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214 面;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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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47-9 (平
裝) NT$285
翰版良師自然講義. 5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222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72-5 (平
裝)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(教師用). 5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9-89-3 (平裝)
翰版良師英語講義. 5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5 .-- 168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90-9 (平
裝)
翰林注音符號練習簿/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翰林, 11007 .-- 64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2-002-0 (平裝)
*翰林版無敵自修. 高中國文. 3/陳智
弘, 陳春妙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翰林, 11005 .-- 368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3-936-6 (平裝)
憲法爭點即時通/項勻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005 .-- 6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6-3-8 (平
裝) NT$600
歷屆英文大考(十年學測+篇章結構+
混合題)(詳解本)/王祈堯總編輯 .-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6 .-- 34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425 (平裝) NT$180
歷屆英文大考(十年學測+篇章結構+
混合題)(試題本)/王祈堯總編輯 .-臺北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6 .-- 124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432 (平裝) NT$180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5/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20-2
(平裝) NT$70
翰版英語科課堂作業. 5/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6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9-21-9 (平裝) NT$70
憲法訴訟法/嶺律師編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 11006 .-- 232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9-680-4
(平裝) NT$380
憲 法實務與 學說解題 書 /嶺律師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5 .-- 46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64-4 (平裝) NT$480
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5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31-8 (平裝)
翰版數學科課堂作業. 1/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- 5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9-30-1
(平裝)
憲法學霸筆記書/項勻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波斯納, 11005 .-- 688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66-4-5 (平
裝) NT$600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(教師用). 1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9-97-8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生活. 1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 8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-985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
(教師用). 6 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鼎甲文教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9-99-2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自然與生活科技. 6
上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9-00-4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36-3 (平裝) NT$190
翰版講義式評量. 社會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37-0 (平裝) NT$190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1 上
(含首冊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
教, 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11-0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(教師用). 6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07-3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1 上(含首
冊)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12-7 (平裝)
翰版講義式評量. 國語. 6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6 .--

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08-0 (平裝)

11005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94-5 (平裝) NT$250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(教師用). 3 上
/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
11007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9-17-2 (平裝)

雙向溝通. 英語. 5(適康版)/Alex Chen,
Cate Su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
安, 11005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93-8 (平裝) NT$250

翰版講義式評量. 數學. 3 上/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9-18-9 (平裝)

雙向溝通. 英語. 5(適翰版)/Lucia Sun,
Peter Chan 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金安, 11005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3-395-2 ( 平 裝 )
NT$250

憲法題型破解/姚明編著 .-- 十一版 .- 臺北市 : 新學林, 11005 .-- 584 面;
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6-067-5
(平裝) NT$650
學測國文特效鑰/張英聲, 至柔編著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南一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30-601-4 (全套:
平裝)
嶺東科大綠色永續暨經營管理研討
會論文集/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
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嶺東科大企管
系, 11005 .-- 16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181-57-3 (平裝) NT$1000
職安一點通: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檢定
完勝攻略. 2021 版/蕭中剛, 余佳迪,
陳正容, 謝宗凱, 江軍, 葉日宏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54-1
(PDF)
職安一點通: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檢定
完勝攻略. 2021 版/蕭中剛, 劉鈞傑,
賴秋琴, 鄭技師, 徐英洲, 江軍作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55-8
(PDF)

雙向溝通. 國文. 5(適南版)/文冰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87-7 (平裝) NT$270
雙向溝通. 國文. 5(適康版)/周安沇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17-1 (平裝) NT$270
雙向溝通. 國文. 5(適翰版)/蘇美人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384-6 (平裝) NT$270
雙向溝通. 數學. 5(適南版)/郭進壽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13-3 (平裝) NT$270
雙向溝通. 數學. 5(適康版)/林彥瑢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14-0 (平裝) NT$270
雙向溝通. 數學. 5(適翰版)/政勳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9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15-7 (平裝) NT$270

雙向溝通. 自然. 5(適南版)/謝東琦,
池明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11005 .-- 1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3-382-2 (平裝) NT$260

職 業安全衛 生管理乙 級 /方澤沛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
11005 .-- 616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2-89-9 (平裝)

雙向溝通. 自然. 5(適康版)/慶隆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06-5 (平裝) NT$260

證券交易法: 全彩心智圖表/棋許, 林
彤編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志光教育科
技保成數位出版, 11005 .-- 1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7-33-7 (平
裝) NT$450

雙向溝通. 自然. 5(適翰版)/李品易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 11005 .-1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3407-2 (平裝) NT$260
雙向溝通. 英語. 5(適南版)/黃歆, 林
云貞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金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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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交易法測驗解題全攻略/程律師
編著 .-- 12 版 .-- 臺北市 : 高點文化,
11006 .-- 272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69-678-1 (平裝) NT$360
證券商高級業務人員: 重點/考題 2
合 1/柳威廷編著 .-- 第 21 版 .-- 新北

市 : 宏典文化, 11006 .-- 828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75-761-1 (平裝)
NT$680
證券商高級業務員高分速成/金融證
照名師群編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 三
民輔考資訊, 11005 .-- 720 面; 23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84-4 (平裝)
*關務三等有機化學聖經 = Organic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 中 市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
11005 .-- 2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3-7-4 (平裝)
*關務三等物化分章聖經= Physical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 中 市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
11005 .-- 3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3-8-1 (平裝)
*關務三等程序工業聖經= Chemical
process industry/ 荷 澄 化 學 , 黃 瑞 翔
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教
育, 11005 .-- 31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3-9-8 (平裝)
* 關 務 三 等 儀 器 分 析 聖 經 =
Instrumental analysis/荷澄化學, 黃瑞
翔作 .-- 第 2 版 .-- 臺中市 : 智遠文化
教育, 11005 .-- 3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1-00-7 (平裝)
*關務四等分析化學概要= Analytical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 中 市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
11005 .-- 31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3-3-6 (平裝)
*關務四等有機化學概要 = Organic
chemistry/荷澄化學, 黃瑞翔作 .-- 第 2
版 .-- 臺 中 市 : 智 遠 文 化 教 育 ,
11005 .-- 25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73-4-3 (平裝)
議起玩國文(學生用)/呂旻勳, 黃健綸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
書, 11007 .-- 7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7-148-3 (第 5 冊:平裝)

兒童讀物
100 個傳家故事: 金窗子/周姚萍, 黃
文輝, 劉思源, 黃秋芳, 許榮哲, 謝鴻
文等作; 凌嘉陽, 蔡惠月, 盧凱華朗
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5 .-- 約 4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
978-986-5505-82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20
100 個傳家故事: 蘇格拉底的智慧/周
姚萍, 陳啟淦, 徐國能, 黃秋芳, 湯芝
萱, 陳正治等作; 劉家安, 蔡惠月, 黃
千庭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化, 11005 .-- 約 4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5-81-3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320
123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
人類, 11005 .-- 2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70-2 ( 精 裝 )
NT$120
3 個問號偵探團 9-12 套書: 詭變疑雲
/晤爾伏.布朗克文; 阿力圖; 姬健梅
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5-0181 (全套:平裝) NT$1200
<<我會想,我會說>>. 初級/關關破編
輯部文; 黎庭妤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樂在文化教育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623-5-1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2500
A day at the pond/[author Cabbage &
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中
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- 32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6-6-3 (平裝)

Catching fireflies and stars/[author
Cabbage & 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
ed.] .-- 臺中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32 面 ; 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536-9-4 (平裝)
City mouse and country mouse/retold by
Catherine Eisele, Marco Marcoccia;
illustrated by Mattia Cerato .-- 2nd ed. .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06 .-- 48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35-2 (精裝)
City mouse and country mouse/retold by
Catherine Eisele, Marco Marcoccia;
illustrated by Mattia Cerato .-- 2nd ed. .- 臺北市 : 敦煌, 11006 .-- 48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606-937-6 (精裝
附光碟片)
Climbing a tok-tok tree/[author Cabbage
& 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
中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- 3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6-5-6 (平
裝)
Dibble world collection/[author Cabbage
& 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
中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6554-0-7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1980

A rainy day/[author Cabbage & Tyler
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中市 : 蓋
比泰勒, 11005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36-4-9 (平裝)

Fun reader: do you like carrots?/written
by Jacob Roth, Eliza Lin; illustrated by
Hsieh Wen-Kuei .-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
11007 .-- 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4-6-2 (平裝附光碟片)

Aesop's fables 伊索寓言/originally by
Aesop; 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00-94-8 (全套:平裝
附光碟片)

Fun reader: let's count/written by Jacob
Roth, Eliza Lin; illustrated by Hsieh
Wen-Kuei .-- 臺 中 市 : 堂 奧 圖 書 ,
11007 .-- 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4-5-5 (平裝附光碟片)

All things big and small/[author
Cabbage & 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
ed.] .-- 臺中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32 面 ; 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536-1-8 (平裝)

Fun reader: my face/written by Jacob
Roth, Eliza Lin; illustrated by Hsieh
Wen-Kuei .-- 臺 中 市 : 堂 奧 圖 書 ,
11007 .-- 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4-3-1 (平裝附光碟片)

Amazing
adventures
in
dibble
world/[author Cabbage & Tyler
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中市 : 蓋
比泰勒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554-1-4 (全套:平裝) NT$2480

Fun reader: our pets/written by Jacob
Roth, Eliza Lin; illustrated by Hsieh
Wen-Kuei .-- 臺 中 市 : 堂 奧 圖 書 ,
11007 .-- 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4-7-9 (平裝附光碟片)

Ba reading/ .-- 臺中市 : 博特出版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467-57 (全套:平裝附光碟片)

Fun reader: the big turnip/written by
Jacob Roth, Eliza Lin; illustrated by
Hsieh Wen-Kuei .-- 臺中市 : 堂奧圖書,
11007 .-- 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4-8-6 (平裝附光碟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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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un reader: toy house/written by Jacob
Roth, Eliza Lin; illustrated by Hsieh
Wen-Kuei .-- 臺 中 市 : 堂 奧 圖 書 ,
11007 .-- 20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54-4-8 (平裝附光碟片)

Puss in boots/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,
Beat Eisele; illustrated by Mattia
Cerato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敦煌,
11006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06-933-8 (精裝)

Fun 樂讀. 第一輯/李健成執行編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085-8-8 (全套:
平裝) NT$2000

Puss in boots/retold by Catherine Eisele,
Beat Eisele; illustrated by Mattia
Cerato .-- 2nd ed. .-- 臺北市 : 敦煌,
11006 .-- 48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06-934-5 (精裝附光碟片)

Grandpa's house in Shihguei/author LiChiu Chi, Chia-Ling Hsu, Yu-Te Lu;
illustrator Yi-Chi Qi, Yu-Hsuan
Chang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國匠科技,
11005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138-6-7 (平裝)
Happy birthday, little crab/written by
Efa Chang; ilustrated by Yijie .-- 1st
ed. .-- 新北市 : 張月娥, 11005 .-- 20
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908-7 (平裝)
Hot-air balloon/by John D. Smith;
illustrator Kübra Teber .-- 臺北市 : 敦
煌, 11005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06-932-1 (平裝)
I am BLACKPINK/曹永先作; 徐英姬
繪; 許文柔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19-5 (EPUB)
Joseph and Benson's adventure at a
Taiwanese night market/author Li Chiu
Chi, Wei-Hsun Chen, Hai Lin Chang, Po
Hao Tsai; illustrator Jing Syuan Lin,
Yao Zheng Lai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
國匠科技, 11005 .-- 43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138-5-0 (平裝)
*KO 會考: 歷史總複習講義. 1-4 冊/
蔡奇麟, 王宇新編著 .-- 臺中市 : 奇
鼎, 11004 .-- 1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5-83-2 (平裝) NT$310
Looking for the ding-dong bird/[author
Cabbage & 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
ed.] .-- 臺中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32 面 ; 24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536-2-5 (平裝)
Meet the jungle gorillas/[author Cabbage
& 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
中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- 32 面; 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6-0-1 (平
裝)

Rainbow readers. set 1/John Evans 總編
輯 .-- 臺中市 : 彩虹時間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86-97285-8-4 (全套:
平裝)
Rainbow readers. set 1. book 1, rat and
ram/Gabby Goering 作 .-- 臺中市 : 彩
虹時間, 11007 .-- 20 面; 20X2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285-2-2 (平裝)
Rainbow readers. set 1. book 2, Tad and
the hen/Quenttis Ashby 作 .-- 臺中市 :
彩虹時間, 11007 .-- 20 面; 20X2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285-3-9 (平裝)
Rainbow readers. set 1. book 3, Gus and
Zug have fun/Brittany Demmond 作 .-臺中市 : 彩虹時間, 11007 .-- 20 面;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85-46 (平裝)
Rainbow readers. set 1. book 4, Pip and
Jim/John Quinlisk 作 .-- 臺中市 : 彩虹
時間, 11007 .-- 20 面; 20X2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285-5-3 (平裝)
Rainbow readers. set 1. book 5, frog on
a log/Kristin Walker 作 .-- 臺中市 : 彩
虹時間, 11005 .-- 20 面; 20X2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285-6-0 (平裝)
Rainbow readers. set 1. book 6, Gus,
frog and the fish/Gabby Goering 作 .-臺中市 : 彩虹時間, 11007 .-- 20 面;
20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285-77 (平裝)
Spots and stripes/[author Cabbage &
Tyler 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中
市 : 蓋比泰勒, 11005 .-- 32 面; 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36-3-2 (平裝)
Stay ahead. 3/ .-- 臺中市 : 博特出版,
11006 .-- 6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67-4-0 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/originally
by Aesop; 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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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92-4
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big race/[author Cabbage & Tyler
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中市 : 蓋
比泰勒, 11005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36-8-7 (平裝)
The city mouse and the country
mouse/originally by Aesop; retold by
Angela Chao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5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0-84-9 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crab and its mother/originally by
Aesop; 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88-7
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crow and the fox/originally by
Aesop; 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90-0
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farmer and the eagle/originally by
Aesop; 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85-6
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foolish donkey/originally by Aesop;
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86-3 (平裝附光碟
片)
The hen that laid golden eggs/originally
by Aesop; 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87-0
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loud lion/[author Cabbage & Tyler
Productions] .-- [1st ed.] .-- 臺中市 : 蓋
比泰勒, 11005 .-- 32 面; 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36-7-0 (平裝)
The north wind and the sun/originally by
Aesop; 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89-4
(平裝附光碟片)
The treasures of Shinguei/author Chi,LiChiu, Kuo,Yun-Chun, Hung,Jie-Xin,
Chuang,Wen-Ju,
Hung,Pei-Hsuan;
illustrator Kuo,Yun-Chun, Hung,Jie-Xin,
Chuang,Wen-Ju, Hung,Pei-Hsuan .-- 1st

ed. .-- 臺北市 : 國匠科技, 11005 .-- 23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138-43 (平裝)
The two friends/originally by Aesop;
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93-1 (平裝附光碟
片)
Three brothers/originally by Aesop;
retold by Angela Chao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5 .-- 3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91-7 (平裝附光碟
片)
What is it?/by John D. Smith; illustrator
Francesca Assirelli .-- 臺北市 : 敦煌,
11006 .-- 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957-606-930-7 (平裝)
X 怪奇偵察隊. 4, 謎之名畫的詛咒/
劉潔淇, 鄭立偉故事; 慢漫畫工作室
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27-4 (PDF)

3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1296-1 (精裝) NT$350

978-986-5593-34-6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700

丁丁交朋友/何珮誼繪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3-6-1
(PDF)

小小的洞/呂玟萱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5-3-6 (PDF)
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可愛的人體(注音
大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37-2 (精裝)
NT$300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好玩的科學(注音
大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39-6 (精裝)
NT$300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地球的奧祕(注音
大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41-9 (精裝)
NT$300

X 探險特攻隊(套裝版)/李健成執行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56-143 (全套:平裝) NT$2600
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身邊的世界(注音
大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38-9 (精裝)
NT$300

X 尋寶探險隊. 30, 恐龍樂園: 古大陸.
白堊紀.暴龍/李國權作; 太陽兵團插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8-29-8 (EPUB)
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奇趣大自然(注音
大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36-5 (精裝)
NT$300

ㄅㄆㄇ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- 新北
市 : 人類, 11005 .-- 24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0-71-9 ( 精 裝 )
NT$120
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昆蟲世界(注音大
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35-8 (精裝)
NT$300

一支筆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2-4-5 (平裝)
一束花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3-0-6 (平裝)
一起刷刷牙/瑞莎著; 劉鵑菁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24 面;
18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262 (精裝)
一起通往幸福的路/尤國峰文字編撰;
楊璦甄繪圖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交通
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, 11005 .--
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哺乳動物(注音大
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34-1 (精裝)
NT$300
十萬個為什麼?. II: 鳥和海洋動物(注
音大字版)/潘英麗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72 面; 27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40-2 (精
裝) NT$300
人體製造工廠/藤田紘一郎監修; 戶
毛戶毛繪圖; 張東君翻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小熊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
132

小小孩的大問題: 為什麼沒有恐
龍?/Simon Couchman 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幼福文化, 11008 .-- 16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94-0 (精
裝)
小小孩的大問題: 為什麼要下
雨?/Simon Couchman 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幼福文化, 11008 .-- 16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92-6 (精
裝)
小小孩的大問題: 為什麼要吃青
菜?/Simon Couchman 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幼福文化, 11008 .-- 16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93-3 (精
裝)
小小孩的大問題: 為什麼要睡
覺?/Simon Couchman 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幼福文化, 11008 .-- 16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43-791-9 (精
裝)
小丑魚/吳睿保文, 羅慧茹圖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博毓學園吳睿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926-1-9 (PDF)
小不點大夢想系列一/許庭妮企畫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康軒文教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35-9102 (全套:精裝) NT$1280
小可愛聖誕工廠/王家珍作; 蔡慧月
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5 .-- 約 12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5-74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20
小耳朵/小石強納森 , 湯婷婷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生活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101-8-5
(EPUB)
工作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2-1-4 (平裝)
下雨了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0-6 (平裝)

小虎牙/李思瑩繪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
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3-1-6 (PDF)
小狗受傷了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
妤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
育, 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22-5-2 (平裝)
三隻小豬= Los tres cerditos/何塞.巴列
斯特羅斯(Xosé Ballesteros)文; 馬爾科.
索瑪(Marco Somà)圖; 范媛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8 .-- 40
面 ; 22X22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570-27-9 (精裝)
大魚.莫的= The big fish Modi/哲銘老
師繪.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
化, 11005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1-661-2 (精裝) NT$280
小梅子的種子/胡智維, 劉岱芸繪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83-7-8 (PDF)
大掃除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3-1-3 (平裝)
大 魚 莫 的 和 小 黑 魚 = The big fish
Modi & the tiny black fish/哲銘老師繪.
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
11005 .-- 40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51-660-5 (精裝) NT$280
小蜜桃/黃冠綸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3-8-5 (PDF)
小鴨尼克系列. 保護自己篇: 玩電玩
要小心= Nick the little duck: protect
yourself at all times: please beware
when playing video and mobile games/
哲銘老師繪.作 .-- 一版 .-- 新北市 :
新苗文化, 11005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51-664-3 ( 精 裝 )
NT$280
小鴨尼克系列. 保護自己篇: 陌生人
要小心= Nick the little duck: protect
yourself at all times: beware of
strangers/哲銘老師繪.作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 11005 .-- 32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1-665-0
(精裝) NT$280
小鴨尼克系列. 保護自己篇: 幫助人
要小心= Nick the little duck: protect

yourself at all times: always beware
when helping others/哲銘老師繪.作 .-一版 .-- 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 11005 .-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1666-7 (精裝) NT$280
小樹長高了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
妤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
育, 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22-7-6 (平裝)
天外飛來一首詩/第 35 屆天母園畢
業生作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北
蒙特梭利幼兒園, 11005 .-- 4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3-1-9 (平
裝)
不吃肉的霸王龍/安徽省地質博物館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1-8 (平裝) NT$99
王 宇 清 < 怨 靈 >/ 王 宇 清 作 ; 映 彤 朗
讀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7 .-- 約 52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87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午夜遊樂園/吉迪恩.史德勒(Gideon
Sterer) 故 事 ; 瑪 麗 亞 恰 拉 . 荻 . 喬 治
(Mariachiara Di Giorgi)繪圖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7 .-- 48 面; 2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47-3 (精裝)
NT$380
不要 跟我說話 !/ 辛復男(신복남)著;
莫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0-24-8 (PDF)
天氣很好我們去走走/小雅繪 .-- 臺
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5-4-3
(PDF)
日常生活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24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74-0 (精裝)
NT$120
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7-5 (平裝)
不想說再見/佩特莉霞.麥拉克倫
(Patricia MacLachlan) 作 ; 高 銘 孝 朗
讀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7 .-- 約約
75 分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544-95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
什麼什麼的相反/第 35 屆新生園畢
業生作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北
蒙特梭利幼兒園, 11005 .-- 5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03-8-5 (平
裝)
用手指點一點會說話有聲書: 我會自
己說故事有聲劇場故事/小紅花童書
工作室圖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30 面; 30X3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3-04-0 (精裝) NT$1090
失去動物的森林/方㔕(방글) 文; 正
林(정림)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奧林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905-9-2 (PDF)
幼兒生命教育啟蒙繪本: 爸爸、媽媽,
我不再生你們的氣/肖猷洪繪圖; 王
早早文字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28 面; 23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3-05-7 (精裝)
只要我長大/李思瑩繪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3-9-2
(PDF)
世界喜歡這樣的你/喬安娜.蓋恩斯
(Joanna Gaines)文; 朱利安娜.史旺尼
(Julianna Swaney)圖; 陳采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35-0 (EPUB)
外婆家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8-2 (平裝)

友情萬歲/李思瑩繪 .-- 臺南市 : 華威
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3-2-3 (PDF)

充滿祕密的魔石館. 2, 翡翠之家的詛
咒/廣嶋玲子著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12-8 (PDF)

天黑了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2-0 (平裝)

充滿祕密的魔石館. 2, 翡翠之家的詛
咒/廣嶋玲子著; 林佩瑾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15-9 (EPUB)

公園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
石頭湯/黃玫綺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00-6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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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自信的可可(中英對照)= Confident
CoCo/Chanh Kien, Phuong Ong, Claire
Amore 作; Aleksandra Szmidt 插畫; 蔡
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007 .-- 60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9-74-4 (平裝) NT$280

Reynolds), 達 倫 . 斯 托 巴 特 (Darren
Stobbart)作; 江坤山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32-9146-6 (全套:精裝) NT$1800

如果企鵝在羅馬/顏立宇, 陳家慶, 潘
佑寧作; 張逸震, 劉弘祥繪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淡大歷史系, 11005 .-- 4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88-7
(平裝) NT$300

我的大祕密和小祕密= Les petits et
les (trop) gros secrets/米蓮.維諾(Mylen
Vigneault) 圖 ; 默 德 . 侯 桀 (Maud
Roegiers)圖; 巫芷玲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8 .-- 40 面;
22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286 (精裝)

字的傳奇. 1, 馴字師捉妖去/林世仁
作; Asta Wu 繪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020-4 (EPUB)

妖怪出租/廣嶋玲子著; 緋華璃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07-426-5 (全套:
平裝) NT$1200

好品格養成繪本/陳曉慧總編輯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東雨文化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57-521-487-6 (全套:
精裝) NT$3040

妖怪出租. 3, 使用妖怪的正確方式/
廣嶋玲子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7-413-5 (PDF)

考試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3-3-7 (平裝)

妖怪出租. 3, 使用妖怪的正確方式/
廣嶋玲子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7-416-6 (EPUB)

忙 碌的一 天 / 安徽省地質博物館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2-5 (平裝) NT$99

妖怪出租. 4, 妖怪之所以成為妖怪/
廣嶋玲子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7-414-2 (PDF)

如數家珍,成語諺語大集合!/王家珍
文; 鄭潔文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也
是文創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097-8-3 (全套:平裝) NT$699

妖怪出租. 4, 妖怪之所以成為妖怪/
廣嶋玲子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7-417-3 (EPUB)

我 不 怕 , 我 有 守 護 熊 / 珍 . 尤 倫 (Jane
Yolen)文; 珍.克拉絲(Jen Corace)圖;
羅吉希譯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13-8 (PDF)

我的家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4-4 (平裝)

我 不 怕 , 我 有 守 護 熊 / 珍 . 尤 倫 (Jane
Yolen)文; 珍.克拉絲(Jen Corace)圖;
羅吉希譯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14-5 (EPUB)
找回我的蛙蛙腿/揭芳瑜繪 .-- 臺南
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5-6-7 (PDF)
兵兵的晴天娃娃/大空飛圖.文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95-2-9 (PDF)
我的 STEAM 遊戲書/愛麗絲.詹姆斯
(Alice James), 艾 迪 . 雷 諾 茲 (Eddie

我的教室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2-6-9 (平裝)
我的嫁妝店/張庭甄, 游欣諺, 何其芸
作; 游欣諺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淡
大歷史系, 11005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8736-89-4 ( 平 裝 )
NT$300
我是小小特攻隊 探險任務出發
囉!/IglooBooks 作; Gareth Conway 插
畫; 張之逸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禾
流文創, 11007 .-- 10 面; 21X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28-92-8 ( 精 裝 )
NT$3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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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是山頂囡仔/鄭富騰, 陳奕辰, 安瑋
澄, 陳彥勳, 林宜秦, 陳芊妤文.圖 .-初版 .-- 嘉義縣 : 嘉縣瑞峰國小,
11006 .-- 24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4-75-6 (精裝) NT$350
我要生氣了/呂玟萱繪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02-0
(PDF)
你是唯一/大空飛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01-3 (PDF)
巫恩之書. 1, 舊校舍的祕密 = The
Weirn book, Vol. 1: be wary of the
silent woods/ 絲 維 拉 娜 . 查 瑪 柯 娃
(Svetlana Chmakova)漫畫; 韓書妍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文化 ,
11007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8-24-3 (平裝)
我們來幫忙吧/林依蓉繪 .-- 臺南市 :
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3-3-0 (PDF)
戒菸日/安徽省地質博物館編著 .-初 版 .-- 新 北 市 : 新 一 代 圖 書 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3-2 (平裝) NT$99
我想要戴眼鏡/揭如沁繪 .-- 臺南市 :
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5-5-0 (PDF)
身體的秘密套書/杜佩軒責任編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99757-8-0 (全套:
精裝)
朋友/林依蓉繪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
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95-7-4 (PDF)
玩火真危險/陶綺彤文; Faye 圖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07 .-- 3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56-174 (平裝) NT$300
東方特慢車奇案/如果兒童劇團故事;
趙正安插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
兒童劇團, 11005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94776-5-9 ( 精 裝 )
NT$250
知心漫畫館合輯/李健成執行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56-16-7 (全套:
平裝) NT$2000

姆米一家的瘋狂夏日/朵貝.楊笙
(Tove 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205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99-4
(線上有聲書(MP3))
姆米一家與魔法帽/朵貝.楊笙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21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97-0 (線
上有聲書(MP3))
姆 米 谷 的 小 寓 言 / 朵 貝 . 楊 笙 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24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01-4 (線
上有聲書(MP3))
姆米谷的奇妙居民/朵貝.楊笙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27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03-8 (線
上有聲書(MP3))

虎姑婆/林婕妤繪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
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95-9-8 (PDF)
青青實小. 39 期/109 學年度臺北市
國語實驗國民小學學生作 .-- 臺北
市 : 北市國語實小, 11006 .-- 15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64-94-3
(平裝)
波兒麗: 奇幻世界探險記/胡智維, 劉
岱芸繪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
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95-8-1 (PDF)
林哲璋<動物群仙救李白>/林哲璋作;
映 彤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小 麥 田 ,
11007 .-- 約 42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44-88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抽屜裡的飛機/黃韻璇圖.文 .-- 高雄
市 : 黃韻璇, 11005 .-- 31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32-2 (平裝)
NT$300

姆 米 谷 彗 星 來 襲 / 朵 貝 . 楊 笙 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215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96-3 (線
上有聲書(MP3))

松鼠的 21 個白日夢/第 35 屆松江園
畢業生作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
北蒙特梭利幼兒園, 11005 .-- 4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703-9-2
(平裝)

姆 米 的 冬 季 探 險 / 朵 貝 . 楊 笙 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20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00-7 (線
上有聲書(MP3))

花種子/揭如沁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04-4 (PDF)

姆米爸爸的冒險故事/朵貝.楊笙
(Tove 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約 235
分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98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姆 米 爸 爸 航 海 記 / 朵 貝 . 楊 笙 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35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02-1 (線
上有聲書(MP3))
姆 米 與 大 洪 水 / 朵 貝 . 楊 笙 (Tove
Jansson)作; 郭霖, 林沛笭朗讀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8 .-- 約 55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7000-04-5 (線
上有聲書(MP3))
怪怪味的奶奶/何昀瑋繪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03-7
(PDF)

咕嘰咕嘰躲貓貓/伊莉莎白.高汀
(Elizabeth Golding)作; 莎莉.嘉蘭(Sally
Garland)畫; 納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水滴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9529-90-7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529
長髮喬伊/黃玫綺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05-1 (PDF)
阿 嬤 , 不 要 再 拍 照 了 !/ 伊 蘭. 布 萊 曼
(Ilan Brenman)文; 吉列爾梅.卡斯騰
(Guilherme Karsten)圖; 吳愉萱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布拉教育文化,
11007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9875-8-5 (精裝) NT$280
看一看、想一想/關關破編輯部文;
黎庭妤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
化教育, 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16-1-3 (平裝)
客人來了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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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2-8-3 (平裝)
孩子的第一套情緒教育繪本/精靈袋
鼠媽媽編著; 裴曼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螢火蟲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452-376-4 (全套:精裝) NT$1800
春天佇佗位/黃靜雅文; 黃詩雅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玉山社, 11005 .-- 44
面; 21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94272-7 (精裝)
要先問一下哦!/茱麗葉. 克萊爾. 貝爾
(Juliet Clare Bell)著; 張耘榕譯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74-6 (PDF)
故事結局自己選: 友愛他人系列/康
妮科威爾.米勒文; 維多利亞.阿薩內
利圖; 馬玲波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康軒文教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35-907-2 (全套:平裝) NT$1200
很富有的黃先生/安徽省地質博物館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4-9 (平裝) NT$99
看圖說話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9-9 (平裝)
怎麼辦?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2-2-1 (平裝)
是誰的?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3-2-0 (平裝)
音樂家的樂器/安徽省地質博物館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44-0-0 (平裝) NT$99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8, 科學偵探 vs.
暴走的 AI. 上集/佐東綠, 石川北二,
木滝理真, 田中智章著; 黃薇嬪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37-7 (PDF)
科學偵探謎野真實. 8, 科學偵探 vs.
暴走的 AI. 上集/佐東綠, 石川北二,
木滝理真, 田中智章著; 黃薇嬪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38-4
(EPUB)

洗澡嚕啦啦/瑞莎著; 杜小爾圖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24 面;
18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3-255 (精裝)
埃及冒險趣/彭承濰, 白榆禎作; 鄭暐
臻繪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淡大歷史系,
11005 .-- 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736-87-0 (平裝) NT$300
神秘寶箱/胡智維, 劉岱芸繪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5-06-8 (PDF)
荒野探險隊合輯/李健成執行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56-13-6 (全套:
平裝) NT$1300
翁裕庭<驅魔偵探與捏臉魔>/翁裕庭
作; 映彤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
11007 .-- 約 4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44-89-5
討 厭的蚊 子 / 安徽省地質博物館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5-6 (平裝) NT$99
悅讀名著漫畫版選輯/李健成執行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福地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085-7-1 (全套:
平裝) NT$2000

掉出書裡的大野狼= Le loup tombé du
livre/提利.羅伯埃克特文; 葛雷果.馬
畢爾圖; 黃晉瑋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薪展文化, 11007 .-- 3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84-0-9 ( 精 裝 )
NT$300

11006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3-12-5 (平裝) NT$200

動物王國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24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69-6 (精裝)
NT$120

探索知識大百科: 戰機.軍艦/人類文
化編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6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3-09-5 (平裝) NT$200

動物星球大冒險/第 35 屆信義園畢
業生作.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北
蒙特梭利幼兒園, 11005 .-- 4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3-0-2 (平
裝)

移 動的花 園 / 安徽省地質博物館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7-0 (平裝) NT$99

這是什麼意思?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
庭妤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
教育, 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22-3-8 (平裝)

偵探莎莉的世界大冒險/雅各布.魏格
流士(Jakob Wegelius)著; 林敏雅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94-9
(EPUB)

陳 郁 如 < 智 梟 >/ 陳 郁 如 作 ; 映 彤 朗
讀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7 .-- 約 64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44-91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道路/鹿島建
設株式會社監修; 李彥樺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3-23-0 (EPUB)

帶面具的小女孩/林依蓉繪 .-- 臺南
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3-4-7 (PDF)
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道路/鹿島建
設株式會社監修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小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3-24-7 (PDF)

郭瀞婷<神祕的螺旋麵包>/郭瀞婷作;
映 彤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小 麥 田 ,
11007 .-- 約 47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44-92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
這個世界有多大?= How big is the
world?/ 布 麗 塔 . 泰 肯 特 拉 普 (Britta
Teckentrup)文.圖; 賴潔林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穎文化, 11008 .-- 400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0-26-2
(精裝)

陳又津<家貓與野貓>/陳又津作; 映
彤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小麥田, 11007 .-約 3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544-90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
探 索知識大 百科 / 人類文化編輯部
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73-15-6 (全套:
平裝) NT$200

貪 心 的 小 羊 ( 中 英 對 照 )= Bucket
sheep/Jemma Phillips 作.插畫; 蔡欣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
11007 .-- 60 面; 22X22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99-75-1 (平裝) NT$280

探索知識大百科: 侏儸紀世界/人類
文化編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
類, 11006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73-10-1 (平裝) NT$200

第五泳道/銀昭㫚著; 林佩君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小魯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66-71-5
(EPUB)
甜心漫畫屋合輯/李健成執行編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房文化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556-15-0 (全套:
平裝) NT$1400

探索知識大百科: 超級汽車/人類文
化編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6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3-11-8 (平裝) NT$200

探索知識大百科: 海洋生物/人類文
化編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6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3-14-9 (平裝) NT$200
探索知識大百科: 動物王國/人類文
化編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11006 .-- 4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3-13-2 (平裝) NT$200
探索知識大百科: 鳥類.昆蟲/人類文
化編輯部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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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橋梁/鹿島建
設株式會社監修; 山田和明繪圖; 李
彥樺翻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35-3 (PDF)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橋梁/鹿島建
設株式會社監修; 山田和明繪圖; 李
彥樺翻譯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36-0 (EPUB)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隧道/鹿島建
設株式會社監修; 武者小路晶子繪圖;
李彥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32-2 (PDF)
從無到有工程大剖析: 隧道/鹿島建
設株式會社監修; 武者小路晶子繪圖;
李彥樺翻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小熊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93-33-9 (EPUB)
莫瑞鼠與偷畫賊/英格麗.舒伯特
(Ingrid Schubert), 狄特.舒伯特(Dieter
Schubert)作; 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- 新
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05-84-4 (EPUB)
魚龍大叔的假期/安徽省地質博物館
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8-7 (平裝) NT$99
偷懶的小太陽/沈湘芸繪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07-5
(PDF)
鳥寶寶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3-7 (平裝)
發光吧!閃亮亮星球/何宗翰插畫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奧 樂 奇 國 際 ,
11006 .-- 38 面; 20X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2496-2-1 (精裝)
最 好的伙 伴 / 安徽省地質博物館編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一代圖書,
11005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6142-99-4 (平裝) NT$99
給你正面能量. NO.2/楊勝智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傻笑鱷魚文創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87-0-4 (PDF) NT$120
森林報報: 冬天,森林裡有什麼新鮮
事!/維.比安基(Vitaly Bianki)作; 王汶
譯; 許伯琴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005 .-- 約 4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76-0 (線上
有聲書(MP3))
森林報報: 春天,森林裡有什麼新鮮
事!/維.比安基(Vitaly Bianki)作; 王汶
譯; 許伯琴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005 .-- 約 4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73-9 (線上
有聲書(MP3))
森林報報: 秋天,森林裡有什麼新鮮
事!/維.比安基(Vitaly Bianki)作; 王汶
譯; 許伯琴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005 .-- 約 4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75-3 (線上
有聲書(MP3))
森林報報: 夏天,森林裡有什麼新鮮
事!/維.比安基(Vitaly Bianki)作; 王汶
譯; 許伯琴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木馬文化, 11005 .-- 約 45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74-6 (線上
有聲書(MP3))

棉花糖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6-8 (平裝)

hood/Jana Sedláčková文; Alžbeta Bož
eková圖; 吳欣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小光點, 11007 .-- 14 面; 24X24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89-2 (精裝)

超級工程 MIT. 4, 奔馳南北的高速鐵
路/黃健琪文; 吳子平圖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59-962-3 (EPUB)

童話知識小百科翻翻書. 2, 跟著韓賽
爾兄妹認識森林植物= Observing the
plants of the forest with Hansel and
Gretel/Lenka Adamová 文 ; Tomás
Kopecký 圖; 王晶盈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小光點, 11007 .-- 14 面; 24X24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7-90-8 (精
裝)

超級工程 MIT. 4, 奔馳南北的高速鐵
路/黃健琪文 , 吳子平圖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63-0 (PDF)
超馬童話大冒險. 1, 誰來出任務/王
文華, 王家珍, 王淑芬, 亞平, 林世仁,
劉思源, 賴曉珍, 顏志豪作; 凌嘉陽,
劉家安, 蔡惠月, 林世駿, 黃千庭, 黃
秋鑫, 許秀華, 姚曉涵朗讀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約 12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769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30
超馬童話大冒險. 2, 在一起練習曲/
王文華, 王家珍, 王淑芬, 亞平, 林世
仁, 劉思源, 賴曉珍, 顏志豪作; 凌嘉
陽, 劉家安, 蔡惠月, 黃千庭, 林世駿,
許秀華, 姚曉涵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約 12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77-6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30
超馬童話大冒險. 3, 我們不同國/王
文華, 王家珍, 王淑芬, 亞平, 林世仁,
劉思源, 賴曉珍, 顏志豪作; 凌嘉陽,
劉家安, 蔡惠月, 黃千庭朗讀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約
120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505-78-3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330
超馬童話大冒險. 4, 大家來分享/王
文華, 王家珍, 王淑芬, 亞平, 林世仁,
劉思源, 賴曉珍, 顏志豪作; 凌嘉陽,
劉家安, 蔡惠月, 黃千庭朗讀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約
120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505-79-0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330

童話知識小百科翻翻書. 3, 跟著白雪
公主探索地底世界= Discovering the
underground with Snow White/Tom Vel
čovský 文; Jakub Cenkl 圖; 王晶盈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光點,
11007 .-- 14 面; 24X24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17-91-5 (精裝)
童話知識小百科翻翻書. 4, 跟著小美
人魚探索海底世界= Discovering the
ocean with Little Mermaid/Tom Velč
ovský 文; Tomáš Pernický, Jakub Cenk
圖; 吳欣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光點, 11007 .-- 14 面; 24X24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17-92-2 (精裝)
富豪與兩個兒子/胡智維, 劉岱芸繪 .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
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75-08-2 (PDF)
跟世界說嗨!影響世界的 30 位領導
者/黃福基繪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角落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8-30-4 (PDF)
愛生活學習繪本/story 王蘭 .-- 初版 2
刷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冊 .-- ISBN 978-986-491-720-4 (全套:
平裝) NT$3400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小護士阿比/story
王蘭; illustrator 李依洹 .-- 初版 2
刷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044 (平裝)

斑斑鳩鳩愛唱歌/吳家勳文; 姜吟芳
圖 .-- 桃園市 : 吳聲彥, 11006 .-- 40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99-8
(精裝附光碟片) NT$350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丹尼的冒險/story
& illustrator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- 新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05-1 (平
裝)

童話知識小百科翻翻書. 1, 跟著小紅
帽 認 識 森 林 動 物 = Observing the
animals of the forest with red riding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太陽的約會
/story&illustrator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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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07-5
(平裝)

版 2 刷 .-- 新 北 市 : 南 門 書 局 ,
11005 .-- 2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91-717-4 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天黑黑/story 王蘭;
illustrator 盧騰宇 .-- 初版 2 刷 .-- 新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06-8 (平
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親親寶貝
/story.illustrator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8-1
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古奇的家/story 王
蘭; illustrator 黃靖雯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08-2
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鯨魚來了
/story.illustrator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9-8
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貝比和安琪
/story.illustration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09-9
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土撥鼠的家 /story
王蘭; illustrator 黃靖雯 .-- 初版 2
刷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037 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阿比生病了/story
王蘭; illustrator 李依洹 .-- 初版 2
刷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29 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阿奇不要怕
/story.illustration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3-6
(平裝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幸運草/story 王蘭;
illustrator 賴政勳 .-- 初版 2 刷 .-- 新
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 2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0-5 (平
裝)

萬有解答貓公司的故事/徐國能文;
蔡惠月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,
11005 .-- 約 6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380-93-5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320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幸福蘋果醬
/story.illustrator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1-2
(平裝)

新來的同學/傑瑞.克萊福(Jerry Craft)
著; 劉清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
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8544-83-3 (PDF)

愛生活學習繪本: 彩色毛衣/story 王
蘭; illustrator 賴政勳, 康家菁 .-- 初版
2 刷 .-- 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28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714-3 (平裝)
愛生活學習繪本: 笨蛋古奇/story 王
蘭; illustrator 李依洹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5-0
(平裝)
愛生活學習繪本: 黑森林的秘密
/story.illustrator 王蘭 .-- 初版 2 刷 .-新北市 : 南門書局, 11005 .-- 28 面;
2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91-716-7
(平裝)
愛生活學習繪本: 想飛的米米/story
王蘭; illustrator 劉文韜, 宋孜穎 .-- 初

愛玩躲貓貓的葦葦/呂玟萱繪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5-09-9 (PDF)
勤勞地獻寶/賈珺然原圖.字; 楊郡慈
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竹縣府,
11007 .-- 23 面; 2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21-85-4 (精裝)
新無敵試題寶典. 自然. 3/林詩英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翰林, 11006 .-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33992-2 (平裝)
腦筋轉個彎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773-08-8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720
腦筋轉個彎: 一語道破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38

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80-1 (平裝) NT$90
腦筋轉個彎: 出奇制勝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81-8 (平裝) NT$90
腦筋轉個彎: 目瞪口呆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78-8 (平裝) NT$90
腦筋轉個彎: 急中生智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76-4 (平裝) NT$90
腦筋轉個彎: 匪夷所思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82-5 (平裝) NT$90
腦筋轉個彎: 神機妙算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77-1 (平裝) NT$90
腦筋轉個彎: 開口大笑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79-5 (平裝) NT$90
腦筋轉個彎: 獨具慧眼/人類文化編
輯部作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12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0-75-7 (平裝) NT$90
跳跳與蛇/康涵繪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10-5 (PDF)
愛跟隨的佛瑞迪(中英對照)= Freddy
follows/Melanie Quinn 作 ; Andrew
Mclntosh 插畫; 蔡欣怡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師德文教, 11007 .-- 60 面;
22X22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99-737 (平裝) NT$280
電燈泡大冒險/李思瑩繪 .-- 初版 .-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11-2
(PDF)
遊戲治療到底是什麼?孩子的遊戲治
療入門書/陳信昭著; 陳玠綸繪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06-4 (PDF)
遊戲治療到底是什麼?孩子的遊戲治
療入門書/陳信昭著; 陳玠綸繪 .-- 初

版 .-- 新北市 : 心理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4-07-1 (EPUB)
臺中市兒童文學創作徵文專輯. 小榕
樹. 第 11 輯/楊振昇總編輯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中市府, 11006 .-- 20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58-98-0
(精裝)
認知圖鑑 看圖學認知/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- 32 面; 25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68-9 (精裝
附光碟片)
漂亮的妹妹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
妤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
育, 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23-4-4 (平裝)
漫漫話台灣. 植物篇/山崎龍漫畫繪
製; 謝季霖故事腳本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7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40-2 (平裝)
說謊鳥/蘿拉.邦廷(Laura Bunting)作;
菲利浦.邦廷(Philip Bunting)繪; 謝靜
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109-0 (EPUB)
說謊鳥/蘿拉.邦廷(Laura Bunting)作;
菲利浦.邦廷(Philip Bunting)繪; 謝靜
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112-0 (PDF)
精靈的慢遞包裹/王家珍作; 黃千庭
朗讀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約 12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5-75-2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320
輪水番: 番仔寮水圳的故事/黃亞星,
黃羿翰, 林泰亦, 王家榆, 李庭妤, 吳
睿恩, 白宇佑, 吳政原, 邱佑婕, 吳佳
穎, 吳羽宸, 吳文成, 林佳宜, 黃雅婷,
曉涵繪; 繁華國小總編輯 .-- 初版 .-屏東縣 : 甘泉教育基金會, 11005 .-35 面; 21X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52-0-8 (精裝) NT$250
寫生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2-0-7 (平裝)
樟仔阿公/周品叡, 阮靜彤原圖.字; 楊
郡慈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竹縣
府, 11007 .-- 2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21-84-7 (精裝)

誰是第一名/蔡心惇繪 .-- 臺南市 : 華
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83-0-9 (PDF)
樂高小創客/KLUTZ 編輯團隊作; 魏
嘉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水滴文化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9529-891 (全套:平裝) NT$1170
鬧脾氣的魯豆腐/揭如沁繪 .-- 臺南
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3-5-4 (PDF)
遲到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圖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2-9-0 (平裝)
翰版地理科課堂作業(教師用). 1/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鼎甲文教, 11007 .-4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991-6 (平裝)
學前思維力訓練 500 題/王雯編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京采文教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630-3-7 (全套:
平裝)
機密任務. 2, 代號 K,快來解除世界
危機/姜景琇著; 簡郁璇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5-023-5
(EPUB)
學會照顧自己的 38 個健康 Q&A/陳
儷文撰文; 森酪梨繪圖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國語日報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751-872-9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600

25X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40-3943 (精裝)
騎著恐龍去上學/劉思源文; 賀世芳
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,
11005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380-92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騎著恐龍去圖書館/劉思源文; 賀世
芳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步步,
11005 .-- 約 1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380-91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嚕嚕的夏天/儲玉玲, 儲嘉慧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36-5 (EPUB)
嚕嚕的夏天/儲玉玲, 儲嘉慧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41-9 (PDF)
寵物先生<靈貓兄弟>/寵物先生作;
映 彤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小 麥 田 ,
11007 .-- 約 44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44-93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麵包小偷/柴田啟子作. 繪; 吳怡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45-6 (PDF)
麵包小偷/柴田啟子作. 繪; 吳怡文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47-0 (EPUB)
寶貝晚安/瑞莎著; 凌晨傍晚工作室
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人類, 11006 .-24 面; 18X2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3-24-8 (精裝)

謊言小怪獸別抓我!/伊莎貝拉.芭亞
(Isabella Paglia)文; 保羅.伯耶蒂(Paolo
Proietti)圖; 張家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穎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70-25-5 (PDF)

觸 摸 認 知 書 : 有 趣 的 交 通 /North
Parade Publishing Ltd 作; 風車編輯群
翻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7 .-10 面; 18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23-656-7 (精裝)

薯來寶/吳亭葶, 林亮妤, 陳玟璇, 陳
震樺, 徐卉邑, 蔡喬卉, 李昱亭, 吳芊
芊, 王立綺文.圖 .-- 屏東縣 : 屏縣歸
來國小, 11005 .-- 35 面; 21X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26-99-6 ( 精 裝 )
NT$250

觸 摸 認 知 書 : 草 原 探 險 趣 /North
Parade Publishing Ltd 作; 風車編輯群
翻譯 .-- 新北市 : 風車圖書, 11008 .-10 面; 18X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23-655-0 (精裝)

顏色 形狀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- 新
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24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0-73-3 (精裝)
NT$120
藍 鳥 / 布 麗 塔 . 泰 肯 特 拉 普 (Britta
Teckentrup)文.圖; 柯倩華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維京國際, 11007 .-- 3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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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寶認知小書/人類文化編輯部作 .-新北市 : 人類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773-07-1 ( 全 套 : 精 裝 )
NT$720
魔法師/關關破編輯部文; 黎庭妤
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在文化教育,
11007 .-- 12 面; 15X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6-5-1 (平裝)

歡迎光臨企鵝餐廳/飆飆先生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37-5 (精裝)

-50kg 的仙度瑞拉. 1/紅月りと作畫;
望月いく原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00-2

鼴鼠山丘: 賞月= Mole hill: enjoy the
moonlight/哲銘老師繪.作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 11005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1-663-6
(精裝) NT$280

1/10 的新娘/ゆきの漫畫; 蘇聖翔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150 (第 1 冊:平裝)

鼴鼠山丘: 誰的腳印= Mole hill: who's
footprint?/哲銘老師繪.作 .-- 一版 .-新北市 : 新苗文化, 11005 .-- 4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51-662-9
(精裝) NT$280
蘿拉與白狐狸/胡智維, 劉岱芸繪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5-12-9 (PDF)
靈異小偵探. 2, 迷宮屋人偶/阿毛,
KIN 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小角落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8-28-1 (EPUB)
鱷魚阿奇奇/呂玟萱繪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華威國際數位文創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75-13-6
(PDF)
莫瑞鼠與林布蘭/英格麗.舒伯特
(Ingrid Schubert), 迪特.舒伯特(Dieter
Schubert)文.圖; 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85-1 (PDF)
莫瑞鼠與林布蘭/英格麗.舒伯特
(Ingrid Schubert), 迪特.舒伯特(Dieter
Schubert)文.圖; 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87-5 (EPUB)
莫瑞鼠與偷畫賊/英格麗.舒伯特
(Ingrid Schubert), 狄特.舒伯特(Dieter
Schubert)文.圖; 郭騰傑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89-9 (PDF)

1/10 的新娘. 1/漫畫: ゆきの著; 蘇聖
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14-3 (EPUB)
100 個無壓力生活提案 迎向後防疫
時代新未來/勝間和代作; 王華懋
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48-8 (EPUB)
17 初戀/木下 けい子作; 趙秋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74-3 (平裝)
NT$140
2.5 次元的誘惑/橋本悠作; 李俊銘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17-1 (第 2 冊:平裝)
2.5 次元的誘惑. 2/橋本悠作; 李俊銘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54-9 (EPUB)
25 時,赤坂見. III/夏野寛子作; 劉維
容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0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150 (平裝) NT$140
29 歲的玻璃鞋王子/はちくもりん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13-2 (EPUB)
30 歲,交不到男友的我召喚出了淫魔。
/奈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16-7 (EPUB)

漫畫書

33 歲、戀愛危機。被狂妄的小子不
停索求/鈴木野ミドリ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17-4 (EPUB)

(漫畫版: 小小理財家)我會聰明管理
零用錢: 8 歲開始,影響到 80 歲的金
錢習慣/李錦喜著; 林建豪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11-1 (PDF)

3P 開始了!!/克.亞樹作; 和靜清寂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18-8 (第 2 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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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P 開始了!! . 2/克.亞樹作; 和靜清寂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49-5 (EPUB)
3 次元男子戀愛攻略/灰野都漫畫; 小
杏桃編劇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81-8 (第 6 冊:平裝)
5000 萬的新娘/梅田かいじ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043-9 (EPUB)
5 個國王. 4/絵歩, 恵庭著; 翁蛉玲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63-7
(EPUB)
<<Kylooe 三部曲>>十週年紀念典藏
全集/門小雷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臉譜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235-986-0 (全套:平裝) NT$1350
奥圓明流異界傳 修羅之紋 陸奧超級
強?!/川原正敏原作; 甲斐とうしろう
作畫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0699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7070-5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0
BLOODY MAN 血契. 1/食夢蟹原作;
智能團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動
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59-6-5 (EPUB)
B 的頂點/鬼嶋兵伍作; 李芸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27-6 (平裝)
NT$140
Claymore 獵魔戰記(典藏版)/八木教
広作; 陳少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00-5614-8 (全套:平裝)
Daisy Jealousy. 1/おげれつたなか作;
ALAT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86-3
(EPUB)
Dorian gray/author Sung-Cheng Yang;
story Ji-Wen Lee; comic Eli Lin .-- 1st
ed. .-- 臺北市 : 木蘭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5-0-3 (PDF)
DuskDiver 酉閃町食日之影/黃俊維
漫畫; 網銀國際原作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30-6 (EPUB)

EDENS ZERO 伊甸星原/真島浩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43-6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00
FANGS-牙-. 1/ビリー.バリバリー作;
何硯鈴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85-6
(EPUB)
Fate/Grand Order: Epic of Remnant: 亞
種 特 異 點 EX 深 海 電 腦 樂 土
SE.RA.PH/TYPE-MOON 原 作; 西出
ケンゴロー漫畫; 九流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18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00-6
(第 3 冊:平裝)
Fate/Grand Order: 真 實 之 旅 /TYPEMOON 原作; カワグチタケシ作; 蔡
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209-9 (第 7
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7210-5 ( 第 8 冊 : 平 裝 ) NT$100 .-ISBN 978-957-26-7211-2 (第 9 冊:平裝)
NT$100 .-- ISBN 978-957-26-7212-9
(第 10 冊:平裝) NT$100
Geofront 地下城市/池玲文作; 游若琪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29-0 (EPUB)
GRANDBLUE 碧藍之海. 16/井上堅
二, 吉岡公威作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086-6 (EPUB)
HeartStopper 戀愛修課/艾莉絲.歐斯
曼(Alice Oseman)作; 劉又瑄譯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一木工作室, 11005 .-28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032-6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435
JOJO 的奇妙冒險 PART 8 JOJO Lion/
荒木飛呂彥作; 杜信彰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39-9 (第 26 冊:平
裝) NT$100
JOKERS CRISIS 鬼牌危機/片霧ライ
ラ作; 陳家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14-6 (平裝) NT$140
KAGEROU DAZE 陽炎眩亂官方精
選集: SPRING/わんにゃんぷー, 田
中ストライク, じん(自然の敵 P), し
づ, 佐藤 まひろ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04 面; 17 公
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77-1 (平裝)
NT$100

11008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506-5 (第 2 冊:平裝)

KAGEROU DAZE 陽炎眩亂官方精
選集: WINTER/じん(自然の敵 P)原
作; わんにゃんぷー, 田中ストライ
ク, 亜樹新, いときち, こめ助, 他原
作; 吳勵 誠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114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92-4 (平裝) NT$100

Sugar & Mustard: 砂糖與黃芥末/はな
さわ浪雄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72-1 (PDF)

Kesosirou illustration works/けそシロ
ウ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7 .-- 2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299 (平裝) NT$360
Kiss me crying 舔拭你哭泣的臉龐
/Arinco 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08-8 (EPUB)
Kylooe. 1, 憂鬱的蜻蜓.告別彩虹/門
小雷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7 .-- 1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235-980-8 (平裝) NT$450

Sugar & Mustard: 砂糖與黃芥末/はな
さわ浪雄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
市 : 長鴻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95-0 (EPUB)
Sweet home/金坎比文字; 黃英璨圖
片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1531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06154-8 (第 2 冊:平裝)
TS 朗君的性生活. 4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94-4 (PDF)
TS 朗君的性生活. 4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8-07-7 (EPUB)

Kylooe. 2, 綠色隧道/門小雷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7 .-- 1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81-5
(平裝) NT$450

Under My Skin/薄井いろは作; 蘇涵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19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588-2 (平裝)

Kylooe. 3, 再見微笑/門小雷著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7 .-- 12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82-2
(平裝) NT$450

ドリアングレイ/楊崧正編導; 李季
紋故事; 林羽倩(Eli Lin)漫畫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木蘭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5-1-0 (PDF)

LOOP 支配者/何振奇[作]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30-6 (第 2 冊:平裝)

ツ イステッ 刀ワンダ ー乱舞 / 幸漫
作 .-- 新北市 : 集晴工作室, 11006 .-52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703-0-1 (平裝)

MAO 摩緒/高橋留美子著; 王敏媜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462-9 (第 6 冊:平裝)
OVERLORD. 14/丸山くがね原作; 深
山フギン漫畫; 一杞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74-0 (EPUB)
SHIBANBAN: 柴柴集合啦!/オオゴシ
ヤステル作; shion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8 .-- 1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86-3 (平裝)
SHY 靦腆英雄. 2/実樹ぶきみ作; 沈
嘉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57-0
(EPUB)
SHY 靦腆英雄/実樹ぶきみ作; 沈嘉
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41

「不想插進我的裡面來嗎?」隱藏菜
單是纏綿的縱情歡愛/都氏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55-6 (EPUB)
「怎、怎麼可能一分鐘就高潮!」:
立刻高潮的玩具 VS 絕對不會高潮
的女大學生/najim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56-3 (EPUB)
「看得懂」氣氛的新人和臭臉前輩/
鳥原習作; 廖湘芝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47-4 (平裝) NT$140
乙女帝國/岸虎次郎作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7203-7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7204-4
(第 16 冊:平裝) NT$130

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342-9 (EPUB)

一起成為正義的俘虜?/GO 毛力作;
shin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8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20-7 (平裝) NT$140

小兔兔、我會好好服侍你❤/三坂ニ
ウム作; 鍾明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41-9 (EPUB)

一 起 走 taskun mudaan/ 阿 多 Adoor
Yeh 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慢工文化,
11005 .-- 178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573-8-3 (平裝)

小兔兔、我會好好服侍你❤/三坂ニ
ウム作; 鍾明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8 .-- 204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522-5 (平裝)

一週 7 天都想愛!/ぺそ太郎作; 徐柔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8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52-8
(平裝) NT$140

小林家的龍女僕. 10/クール教信者
作; 依文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8-9
(EPUB)

入夜之後的我. 3/益子悠原作; 一✕
漫畫; yoshik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344-3 (EPUB)

小林家的龍女僕: 康娜的日常. 8/ク
ール教信者原作; 木村光博漫畫; 依
文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96-2
(EPUB)

小 5 的她與大人的愛/睦茸作; yoshiki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16-4 (第 3 冊:平裝)
小 5 的 她與 大 人的 愛 . 3/睦茸 作;
yoshik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59-4
(EPUB)
小 木 乃 伊 到 我 家 . 12/ 空 木 翔 作 ;
comico, 洪宗賢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387-0 (EPUB)
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
巨乳 JK/ち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6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3-90-6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250
女友的妹妹是穿著迷你裙的小惡魔
巨乳 JK/ちる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7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8-21-3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280
女王陛下的寵物/ragi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18-1 (EPUB)
才不會愛上炮友/井伊イチノ作;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81-3 (平裝)
上司的那裡是 XL 號!?: 巨根...進入
中...!. 3/可児いとう作; 林沛榛譯 .--

小林家的龍女僕: 爾科亞是我的 xx/
クール教信者原作; 歌麿漫畫; 逝人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1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19-5 (第 2 冊:平裝)
小林家的龍女僕: 爾科亞是我的 xx.
2/クール教信者原作; 歌麿漫畫; 逝
人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65-5
(EPUB)
大叔與貓/桜井海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201-3 (第 7 冊:平裝)
NT$140
上映/アボガド 6 著; 蔡承歡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 11007 .-- 19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01-76 (平裝)
女孩子從天而降,掉在我的老二上。
/Hatokonro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58-7 (EPUB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1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39-9
(EPUB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1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40-5
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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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2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41-2
(PDF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3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40-0
(EPUB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3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42-9
(PDF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4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39-4
(EPUB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4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43-6
(PDF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5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41-7
(EPUB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5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44-3
(PDF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6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342-4
(EPUB)
三 星 的 至 高 料 理 . 6/ 谷 古 宇 剛 著 ;
SCALY 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45-0
(PDF)
女高中生小春在異世界成為娼妓. 2/
山田 J 太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04-4 (EPUB)
小晶老師不可告人的秘密/志賀乃夷
織作; 曲冰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00-5554-7 (第 2 冊:平裝)
女僕.IN.非社交系少女. 3/三角頭作;
伶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76-4
(EPUB)

三窩臭貓貓/comics by 頸椎 .-- 1 版 .- 新北市 : 頸椎骨折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67-4 (EPUB)
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3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4-6 (EPUB)

夫妻甜蜜物語. 20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53-2 (EPUB)

小學生 半澤直樹/池井戸潤原作; 大
沖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7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59-7 (第 1 冊:平裝)
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4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5-3 (EPUB)

夫妻甜蜜物語. 78/克.亜樹作; 捲毛太
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01-3
(EPUB)

犬山玉姬才不可能輸給跟馬一樣大
的雞 0 吧!!/あらと安里作 .-- 臺北市 :
買動漫, 11006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89-0 ( 平 裝 )
NT$210
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. 1/雫綺一生,
IAPOC, 石坂ケンタ, 薄稀, EXCEL,
カルトマ, きのさきありま, ku-ba,
ぬじま, マッパニナッタ, まふゆ, み
しまひろじ, ももせ, 羊箱漫畫; 尊師
K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81-8 (EPUB)
少女前線 漫畫精選集. 2/雫綺一生,
IAPOC, 石坂ケンタ, 薄稀, EXCEL,
カルトマ, きのさきありま, ku-ba,
ぬじま, マッパニナッタ, まふゆ, み
しまひろじ, ももせ, 羊箱漫畫; 尊師
K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82-5 (EPUB)
王子想和公主♂談戀愛/GO 毛力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53-5 (平裝) NT$140
天使 1/2 方程式/日高万里作; 楊采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583-7 (第 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5584-4
(第 9 冊:平裝)
幻怪地帶/伊藤潤二作; 吳勵誠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38-2 (平裝)
NT$180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1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2-2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10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21-4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2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3-9 (EPUB)
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5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6-0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6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7-7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7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8-4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8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19-1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(彩色版). 9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20-7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1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42-6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2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43-3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3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44-0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4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46-4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5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47-1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6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48-8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7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50-1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8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51-8 (EPUB)
夫妻甜蜜物語. 19(彩色版)/克.亞樹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52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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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物語/西尾維新原作; 大暮維人作;
蔡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45-0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30
不協調的華爾滋/森野きこり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18-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之後,如果還能再繼續/内田カヲル漫
畫; 小春日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4-649-8 (平裝)
天保桃色水滸傳. 4/八月薰, 粕谷秀
夫作; 捲毛太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00-6 (EPUB)
水星領航員(完全版)/天野こずえ作;
厭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167-2 (第 1
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340 .-- ISBN
978-957-26-7168-9 (第 2 冊:平裝首刷
附錄版) NT$340 .-- ISBN 978-957-267169-6 (第 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340 .-- ISBN 978-957-26-7170-2
(第 4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340 .-ISBN 978-957-26-7171-9 (第 5 冊:平裝
首刷附錄版) NT$340 .-- ISBN 978957-26-7172-6 (第 6 冊:平裝首刷附錄
版) NT$340 .-- ISBN 978-957-26-71733 (第 7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340
片桐!妳擋住巨乳了!/TALI 作; 楊采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5955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4596-2 (第 2 冊:平裝)
天氣之子/新海誠原作; 窪田航漫畫;
SCALY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80-1 (第 3 冊:平裝)
今晚,要不要交換丈夫?: 性冷感丈夫
和肉食系丈夫/Irie Natsu 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19-8 (EPUB)

天國的看守人/山本小鐵子作; 熊次
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94-8 (第 1 冊:平裝)
五等分的新娘(全彩版)/春場蔥作; 蔡
夢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197-9 (第 13
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57-267198-6 (第 14 冊:平裝) NT$190
太陽餅的故事= The story of taiyang
bing/王永成漫畫 .-- 臺中市 : 愛社享
生活文化, 11006 .-- 24 面; 13X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7022-6-3 (平裝)
天照: AI 夢想著成為獨裁者嗎?/Iko
Sasagaw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20-4 (EPUB)
心跳 x 按摩。/神崎柚作; 王薇婷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0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24-5 (平
裝) NT$140
今際之國的闖關者. 9/麻生羽呂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0-4
(EPUB)
勿說是推理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92
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157 (第 5 冊:平裝)
勿說是推理. 4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372-6 (EPUB)
勿說是推理. 5/田村由美作; 風花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70-9 (EPUB)
內褲外穿. 1, 向三角褲致敬!/潘妮洛
普 . 芭 潔 著 (PénélopeBagieu); 陳 文 瑤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8-1-5
(EPUB)
內 褲 外 穿 . 1, 向 三 角 褲 致 敬 !=
Culottées. 1: des femmes qui ne font que
ce qu'elles veulent/ 潘 尼 洛 普 . 芭 潔
(Pénélope Bagieu)作; 陳文瑤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辣, 11006 .-- 16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8-0-8
(平裝) NT$500
令人火大的學長!/御景椿作; 小綠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
11006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48-1 (第 1 冊:平裝)
平凡上班族到異世界當上了了四天
王的故事. 2/ベニガシラ原作; 村光
漫畫; 志野忍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361-0 (EPUB)
幼女戰記/カルロ.ゼン原作; 東條チ
カ漫畫; 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4-602-0 ( 第 19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4-603-7 (第 20 冊:平
裝)
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92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07-2 (第 15
冊:平裝)
古 見 同 學 是 溝 通 魯 蛇 。 . 15/ODA
TOMOHITO 作; 依文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71-6 (EPUB)
孕育虛假的愛: ABO 世界/ポケラ ふ
じ子作; 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28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33-7 (平裝) NT$150

平凡職業造就世界最強/白米良原作;
RoGa 漫畫; 許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7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205-1 ( 第 8 冊 : 平 裝 )
NT$130

叫我對大哥/山貓兄妹著; 涂愫芸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愛米粒,
11007 .-- 189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917-9-7 ( 第 3 冊 : 平 裝 )
NT$320

白王子與黑王子/佳門サエコ作; 加
奈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1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214 (平裝) NT$140

可畏想使用指揮官盡情玩樂/あらと
安里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96-8
(PDF)

可以用老師來練習 SEX 嗎?/麻生実
花作; 陳律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351-1 (EPUB)

可畏想使用指揮官盡情玩樂/あらと
安里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09-1
(EPUB)

只有接吻不可以!?: 哪一個你我都願
意/碓氷サキ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30-9
(EPUB)

出租女友/宮島礼吏作; 蔡夢芳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26-7193-1 (第 19 冊:平裝首
刷限定版) NT$130 .-- ISBN 978-95726-7194-8 (第 20 冊: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130

生存遊戲/坂崎 Freddie 作; 林武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6 .-- 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61-0 (第 2 冊:平裝)
去吧!稻中桌球社(新裝版)/古谷實著;
陳俐忻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308-8665 (全套:平裝)
巧克力香水是甜蜜催情劑!: 男團偶
像的獅子顆粒舌頭忍不住舔遍我全
身/Aimi 艾冪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46-0
(EPUB)
平良先生不想受歡迎/佐木かやの作;
鍾明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79-5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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凹陷乳頭秘密開發中/加賀城ヒロキ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39-2 (EPUB)
只對你免費/夏下冬作; 曾怡華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71-2 (平裝)
NT$140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. 2/はっせん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95-1 (PDF)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. 2/はっせん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08-4
(EPUB)
令鳳學園學生會艷戲. 3/はっせん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32 面;
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83-8
(平裝) NT$250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863 (平裝) NT$140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21-1
(EPUB)

北歐女孩日本生活好吃驚/歐莎.葉克
斯托姆(Åsa Ekström)作; 一杞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17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621-1 (第 5 冊:平裝)

再見.星期五/岡本 K 宗澄作; 瓜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569-1
(PDF)

自前線基地致上我的愛/砂糖いちご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09-5 (EPUB)

再見.星期五/岡本 K 宗澄作; 瓜子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592-9
(EPUB)

老師,不要管我儘管高潮吧!!. 3/イガ
ラシユイ作; 洪兆賢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49-8 (EPUB)

伊甸納: 星際修復師的奇幻迷航/墨
必斯(Moebius)作; 陳文瑤 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459-322-4
(EPUB)

老師不是便器。. 2/ホン.トク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32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81-4 (平
裝) NT$240

半獸人英雄物語. 1, 忖度列傳/理不
尽な孫の手作; Kazano 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85-6 (PDF)
成人的工作/椎名秋乃作; 布丁媽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19-1
(平裝) NT$140
年下同事過度壞心眼: 我們、在上班
前嘿咻了.../Hotaru Yamato 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460-0 (EPUB)
死亡筆記本短篇集/大場鶇原作; 小
畑健漫畫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7 .-- 22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28-3 (平裝) NT$105
老夫老妻重返青春/新挑限作;
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7 .-- 14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605-1 (第 2 冊:平裝)
共犯者花園系列: 毀滅公投 2047. I:
公投題目篇/黑書人[作] .-- 初版 .-嘉義縣 : 黑書人, 11006 .-- 6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74-2 (平
裝) NT$180
式守同學不止可愛而已/真木蛍五作;
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4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99-6 (第 8 冊:平裝) NT$130
存在於那年夏天的戀情/牧コチコ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34-4 (平裝) NT$140
在宇宙盡頭的中心. 2/星谷香織作;
蔡雨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603-2 (EPUB)
在宇宙盡頭的中心. 2/星谷香織作;
蔡雨璇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606-3 (PDF)
各自度過的 3650 天/hitomi 作; 曾怡
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8

伊甸納: 星際修復師的奇幻迷航= Le
monde d'Edena/墨必斯(Moebius)作; 陳
文瑤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6 .-- 408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459-325-5 (平裝) NT$990
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,似乎就能成為
魔法師/豊田悠作; 和靜清寂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3-504-1 (第 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3-505-8 (第 7
冊:平裝限定版)
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/INOUE 作; 李昆
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58-0 (第 8 冊:平裝)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3/INOUE 作; 李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74-0 (EPUB)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4/INOUE 作; 李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75-7 (EPUB)

如果 30 歲還是處男,似乎就能成為
魔法師. 7/豊田悠作; 和靜清寂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75-4 (EPUB)
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5/INOUE 作; 李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76-4 (EPUB)

宇宙兄弟. 32/小山宙哉作; 施凡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04-6 (PDF)
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6/INOUE 作; 李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77-1 (EPUB)

宇宙兄弟. 32/小山宙哉著; 施凡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23-7
(EPUB)
同居情事: 與野獸男公關的一個屋簷
下/唯乃アキラ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05-7
(EPUB)
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7/INOUE 作; 李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78-8 (EPUB)
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. 3/八田鮎子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73-8 (PDF)

共赴沉淪深淵/もづ九作; 徐柔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25-2 (平裝)
NT$140

灰原同學心情很不好. 3/八田鮎子作;
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96-7 (EPUB)

在後宮學級留校 SEX!?風紀和身體
都太淫亂了/いのうえみたん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
老師的老師/noji 作; 李芸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24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91-7 ( 平 裝 )
NT$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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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害超獣 極機秘報告書: Toy(e) Art
File/Toy(e)作; 陳凱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86-3 (PDF)
老師想要舔遍你: 再來一次/シュウ
キ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29-3 (EPUB)
艾連少校,用壯碩的身體甜蜜擁抱我。
/Kyrie Ayame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22-8 (EPUB)
自從去了同人展出差編輯部之後妻
子的樣子變得有點.../ひらり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88-3 (平裝)
NT$260
劣 情 的 lesson/ 日嶌こ うり 作 ; Yun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88-7 (EPUB)
名偵探柯南 90+PLUS 超百科全書/青
山剛昌作; 陳柏伸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09-9 (EPUB)
同崎課長還想再當受/由元千子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58-5 (平裝)
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. 1/北
条司原著; えすとえむ漫畫; 平川遊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513-8 (PDF)
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. 1/北
条司原著; えすとえむ漫畫; 平川遊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521-3 (EPUB)
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. 2/北
条司原著; えすとえむ漫畫; 平川遊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514-5 (PDF)
伊集院隼人先生不安穩的日常. 2/北
条司原著; えすとえむ漫畫; 平川遊
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522-0 (EPUB)
妄想戀愛就是要騷擾你/なりた晴ノ
作; shin 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

21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15-3 (平裝) NT$140
地獄樂/賀来ゆうじ作; 林佳祥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208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98-9 (第 13
冊:平裝) NT$105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4/りゅうせん
ひろつぐ原作; すえみつぢっか漫畫;
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93-1
(EPUB)
先養狗,然後......養了貓/谷口治郎作;
高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
化, 11007 .-- 1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9-99-2 (平裝) NT$260
光靠甜蜜輕咬無法滿足/鶴子作; 王
薇婷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79-5 (平裝) NT$140
如蝶翩翩/최종훈作; 지민漫畫 .-- 一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622-8 (第 1 冊:平裝)
多謝款待、處女櫻桃/GO 毛力作; 魏
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65-3 (平裝)
在魔王城說晚安/熊之股鍵次作; 蔡
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96-2 (第 13 冊:平裝)
在魔王城說晚安. 12/熊之股鍵次著;
蔡承胤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679-5 (EPUB)
冰屬性男子與無表情女子/殿ヶ谷美
由記作; 澤野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207-5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140
守護魔女/槇えびし作; 風間鈴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4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49-8 (上冊:
平裝) NT$140
吶-老師,妳不懂嗎?/淺野彩作; 曲冰
熙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5608 (第 1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5561-5 (第 2 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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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才不要和你談戀愛/志々藤からり
作; 帽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89-4 (EPUB)
巡山時: 遇難不斷,被巨根樹人搭救!
藤 蔓所及之 處讓我興 奮不已 / 心融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44-6 (EPUB)
你也差不多該死心了!/米代恭作; 露
露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63-4 (第 1 冊:平裝)
佐久間和多喜、好像要結婚了
/Nanao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61-7
(EPUB)
投手丘之花. 1/紫紫丸┴星櫻高中漫
研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23-8
(EPUB)
投手丘之花. 2/紫紫丸┴星櫻高中漫
研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74-7
(EPUB)
投手丘之花. 3/紫紫丸┴星櫻高中漫
研社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73-0
(EPUB)
你太崇拜我了。/相野可可作;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59-2 (平裝)
我不懂哥哥在想什麼!/藤原旭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6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97-2 (平裝) NT$140
住在 1K 公寓的王子殿下/大和名瀬
作; 流川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83-2 (EPUB)
男色之花/ひるなま作; 馮鈺婷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18-4 (平裝)
NT$140
別有內情的男人想報恩。/hasegawa
yuu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62-4
(EPUB)

沒有愛的話,我會很困擾!/伊倉とう
子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15-6 (EPUB)
完全圖解 ENJOY!精釀啤酒 尋找人
生最爽快的一杯/Scott Murphy, 岩田
Ryoko 作; 黛西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88-7 (EPUB)
佐佐木與宮野. 7/春園ショウ作; 竹
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76-4 (EPUB)
杏里的手工鞋/かわもとまい作; 風
間鈴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54-2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那位神明是抖 S/むつきらん作; 楊采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68-4 (PDF)
那位神明是抖 S/むつきらん作; 楊采
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89-9 (EPUB)

我的朋友♂♀可愛到讓人困擾!/太田
顕喜原作; 春夏冬アタル漫畫; Y.S.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7 .-- 12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601-3 (第 3 冊:平裝)
我的妹妹...超色!?竟然把處女獻給哥
哥...溫泉旅行時要我把巨根插入她
的小穴!!/由那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18-7
(EPUB)
我的幸福婚姻/顎木あくみ原作; 高
坂りと漫畫; 李芸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96-2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140
我的英雄有很多秘密/橋本光作;
lingosou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57-8 (平裝)
你的溫柔指尖有著危險熱意/冬乃よ
る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41-5 (EPUB)

抗拒 α 另一個故事/奥田枠作; 澤野
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665 (平裝首刷限定版) NT$150

你的溺愛,太犯規啦!: 課長♡請快點
讓我高潮吧/立花実咲, 獅山雨為作 .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19-96-3 (EPUB)

彷彿一家人/麻生海漫畫; KUMAKO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46-7 (第 1 冊:平裝)

我的網紅男友/桂[作]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6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13-9 (第 2 冊:平裝首刷
豪華限定版)

我的女友是老師. 1/孟倫, 星河蟹, 鏡
遊作; 蔡妃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7090-3 (EPUB)

里亞德錄大地/月見だしお作; 何立
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514-0 (第 1 冊:平裝)

你的可愛之處/峰島なわこ作; 鍾明
秀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27-6
(EPUB)

里亞德錄大地. 1/月見だしお作; 何
立心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76-1
(EPUB)

我的竹馬是執著的愛情怪獸!/一色藤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23-5
(EPUB)

你是我的甜心草莓/町田とまと作;
趙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80-1 (平裝) NT$140

我的男友是殭屍: 永遠愛愛愛不完、
高潮相連到天邊!/neco 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012-5 (EPUB)

完美的緋聞/菊乃杏作; 蘇涵譯 .-- 初
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626-00-5562-2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5563-9 (第 2
冊: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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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大家的河合莊. 8/宮原るり作;
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74-5 (PDF)
我們大家的河合莊. 8/宮原るり作;
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97-4 (EPUB)
我們大家的河合莊. 9/宮原るり作;
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75-2 (PDF)
我們大家的河合莊. 9/宮原るり作;
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98-1 (EPUB)
我倆的愛巢 2nd/南月ゆう作; 澤野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57-26-7150-4 (上冊:平裝)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7151-1
(下冊:平裝) NT$140
我們怎麼可能成為戀人,絕對不
行!(※似乎可行?)/みかみてれん原
作; むっしゅ漫畫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22-1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
我被男友的好友給硬上: 但這個祕密
無 法 和 任 何 人 說 .../ か た め つ ぶ る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25-5 (EPUB)
我推的孩子. 2/赤坂アカ原作; 橫槍
メンゴ漫畫; 林香吟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70-2 (EPUB)
我被挑逗到濕了: 都怪床上的壞男人
/夏咲たかお著; SCALY 譯 .-- 臺北
市 : 紳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71-2 (EPUB)
我被挑逗到濕了: 都怪床上的壞男人
/夏咲たかお著; SCALY 譯 .-- 臺北
市 : 紳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72-9 (PDF)
把這個插進去並射出來的話就能拿
到 5 萬了對吧!?/たかみや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36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93-7 (平裝)
NT$260

我被轉送到乙女遊戲世界,成為女主
角兼救世主!?/武凪知原作; 辻本ユウ
漫畫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226-6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30
走 著走著就 墜入情網 了 /猫宮なお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37-8 (EPUB)
我跌的坑中神確實存在/真田つづる
著; 黛西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7 .-- 1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623-5 (平裝)
我最討厭你了,請疼愛我吧!: 宅女在
角 色扮 演時 , 被抖 Ｓ上 司逼 近的 結
果.../Midori Suzukino 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24-2 (EPUB)
我喜歡你!!岡同學!!/sawaco 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014-9 (EPUB)
狂愛達令/星森雪最作; 蔡雨璇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626-00-5555-4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00-5556-1 (第 2
冊:平裝)
狂鳴我的命定之番;β/楔ケリ作; 盧
昀詩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25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87-5 (第 3 冊:平裝)
邪劍先生十分搖擺. 4/飛田二木壱作;
midor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9-7
(EPUB)
妙廟美少女/吉岡公威作; 陳瑞景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34-1
(第 5 冊:平裝) NT$130
沒辦法!是人生啊!: 倉鼠女的東岸流
浪教學日誌/艾唯恩作 .-- 初版 .-- 新
竹市 : 艾唯恩, 11006 .-- 17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83-7 (平裝)
NT$350
沒辦法!是人生啊!: 倉鼠女的東岸流
浪教學日誌/艾唯恩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竹市 : 艾唯恩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56-8 (PDF)

沒辦法!是人生啊!: 倉鼠女的東岸流
浪教學日誌/艾唯恩編著 .-- 第一版 .- 新竹市 : 艾唯恩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64-3 (EPUB)
我轉生為解決劇情需求的公主角色.
1/まめちょろ原作; 米田和佐漫畫;
劉佳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73-3 (EPUB)
杜鵑婚約/吉河美希作; 澤野凌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00 面; 17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17-4 (第 6
冊:平裝) NT$100
災難而不惑: 愛在合租/嶋二作; 謝旻
釗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6 .-- 19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55-9 (平裝)
沒聽說要做到這種地步啊!/松下祐己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33-0 (EPUB)
妳一直在用下流的眼神,注視著我上
臂的二頭肌吧?. 3/高山こば作; 林沛
榛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99-3
(EPUB)
亞人/桜井画門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42-9 (第 17
冊:平裝) NT$130
奇子/手塚治虫作; 章澤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224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60-3 (第 1 冊:平裝)
亞未!Nonstop. 1/北川美幸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22-1 (EPUB)
亞未!Nonstop. 2/北川美幸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24-5 (EPUB)
亞未!Nonstop. 3/北川美幸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25-2 (EPUB)
亞未!Nonstop. 4/北川美幸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26-9 (EPUB)
和主人在異世界展開野外求生/リュ
ート原作; SASAYUKi 漫畫; 方郁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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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93-4
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
虎穴廚房. 4/元ハルヒラ作; 望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06-8 (EPUB)
和伊東萊芙的愛愛生活/あらと安里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7 .-- 20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20-6
(平裝) NT$210
來自黑道的指名: 小惡魔酒店小姐,
撿到了黑道王子!?/神月ひな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010-1 (EPUB)
姊弟的不可告人關係 超禁忌之戀
/anco, かずいち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
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048-4 (EPUB)
姊姊/飯田ぽち。作; Y.S.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13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608-2 (第 5 冊:平裝)
房東的私房情事/青梅あお作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36-5 (EPUB)
怪物事變. 12/藍本松漫畫; 伶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391-7 (EPUB)
爸爸活什麼的沒有參加就好了/ふら
つ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6 .-- 20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876 (平裝) NT$210
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....
2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98-2 (PDF)
明明是來幫姐姐送忘記的東西的....
2/綾枷ちよ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8-11-4 (EPUB)
享受優雅生活的餓鬼/塵芥居士作;
徐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51-8 (EPUB)
肩胛骨和漂亮連身裙/涼子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038-5 (EPUB)

青春特調蜂蜜檸檬蘇打/村田真優作;
Arieru 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82-5 (第 12 冊:平裝)

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. 1/
黒葉だむ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3-97-5 (PDF)

空挺 Dragons. 9/桑原太矩作; 林志昌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3-5 (EPUB)

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. 1/
黒葉だむ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8-10-7 (EPUB)

社畜 OL、被隔壁的聚會男愛上: 高
潮到早上試試?極甜 H/野嶋たる作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63-1 (EPUB)
狐狸女孩 Q/雨隠ギド作; 李其馨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60 面; 18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23-8 (第 1
冊:平裝) NT$130
官能小說沒有教的那種性愛由我來
上: 現實比小說還要精彩萬分來著/
もちだコウ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
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06-4
(EPUB)
孤高之人/坂本真一作; 賴思宇譯 .-3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8-432-2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8-433-9 (第 3
冊:平裝)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. 1/
二丸修一原作; 井冬良漫畫; umo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72-6 (EPUB)
花鳥風月. 9/志水雪作; 和靜清寂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397-9 (EPUB)
咒術迴戰公式漫迷手冊 全/芥見下々
作; 張紹 仁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23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091-0 (平裝) NT$150
和混混女孩試著做了友達以上的事/
黒葉だむ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7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23-7 (平裝) NT$280
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/黒
葉 だ む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92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280
和混混女孩試著從朋友開始當起/黒
葉 だ む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07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27-5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

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96-2
(第 11 冊:平裝)
阿爾蒂. 10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577-0 (PDF)
阿爾蒂. 10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643-2 (EPUB)

亞童/天野雀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25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07-8 (第 2 冊:平裝)
NT$150

幸福路上. Vol.1/宋欣穎原作; 羅荷漫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01-7 (EPUB)

東華春理髮廳/阮光民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6 .-- 2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42-8 (第 1
冊:平裝) NT$240

幸福路上. Vol.2/宋欣穎原作; 羅荷漫
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02-4 (EPUB)

東華春理髮廳. 1/阮光民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184-8 (EPUB)
兩極性偏愛 SEX/紫比呂作; Galassia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77-8 (EPUB)

性轉換的我被騎士們給盯上肉體了:
為了恢復男兒身只能獻上貞操!/やか
ん, 祈みさき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49-1
(EPUB)

兩極性偏愛 SEX/紫比呂作; Galassia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20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23-2 (平裝)

怪獸 8 號/松本直也作; 秦不虫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8 .-- 200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131 (第 1 冊:平裝)

金裝的維爾梅: 瀕臨留級的魔法師聯
手最強災厄勇闖魔法世界/天那光汰
原作; 梅津葉子漫畫; 方郁仁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5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87-0 (第 1
冊:平裝) NT$150

為了夢中見到的那孩子/三部敬作;
爬格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611-2 (第 6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4-612-9 (第 7 冊:平裝)

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. 1/さ
き原作; 彩月つかさ漫畫; Cato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46-4
(EPUB)
阿爾伯特家千金以沒落為目標. 2/さ
き原作; 彩月つかさ漫畫; Cato 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36-5
(PDF)
幸福森林/魏子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509-1 (PDF)

哈士奇帥爸也想做色色的事/片霧ラ
イラ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9-023-1 (EPUB)
柳下莊的地縛靈: 該離開還是該射出
來只能選擇順從了嗎/M りあ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027-9 (EPUB)
為左手而彈的二重奏/松岡健太作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76-4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
幸福森林/魏子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527-5 (EPUB)

恰如細語般的戀歌/竹鳩えく作; 小
天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16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508-9 (第 3 冊:平裝)

阿爾蒂/大久保圭作; SCALY 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180 面;

恰如細語般的戀歌. 3/竹嶋えく作;
小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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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7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4-1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3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5-9
(EPUB)

重版出來!. 15/松田奈緒子作; 九十九
夜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89-4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8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41-2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4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48-1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0-4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9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6-6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5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3-5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0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4-4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2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9-9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6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1-3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1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7-3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20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5-8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7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4-2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2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6-5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21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3-7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8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5-1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3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2-7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22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0-3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9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2-8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4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8-2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23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2-0
(EPUB)

哆啦 A 夢電影改編漫畫版. 7, 大雄
與新恐龍/藤子.F.不二雄原作; むぎ
わらしんたろう漫畫; 黎維津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12-9 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5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58-0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24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40-5
(EPUB)

負荷不了的男友. 2/星野瑞希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77-6 (PDF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16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46-7
(EPUB)

勇者鬥惡龍: 達伊的大冒險(新裝彩
錄版). 25/三条陸原作; 稻田浩司漫畫;
RO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43-6
(EPUB)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78-5
(EPUB)
後來,我終於觸碰到你/ときたほのじ
作; 夜原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7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604-4 (平裝)

150

負荷不了的男友. 2/星野瑞希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93-6 (EPUB)
負荷不了的男友. 3/星野瑞希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79-0 (PDF)
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45-3 (EPUB)

負荷不了的男友. 3/星野瑞希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94-3 (EPUB)
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/亞樹直作; 沖
本秀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58-0 (第 21 冊:平
裝)

流淚之後的甜蜜熱吻: 兩個人我都喜
歡,這樣不行嗎?/ゴゴちゃん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034-7 (EPUB)
帝都聖杯奇譚 Fate/type Redline/経験
値, TYPE-MOON 原作; 平野稜二漫
畫; 夏德爾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7 .-- 20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99-3 (第 1 冊:平裝)
相隔 8 年再次擁抱你/淺井西作; 游
若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02-0
(EPUB)
星與砂/夏川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避風港文化, 11006 .-- 2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69-2-2 (平裝)
前輩!請更加地讚美我吧!/イトハナ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3-99-9 (PDF)
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. 20/亞樹直原
作; 沖本秀漫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511-4 (PDF)
神之雫最終章: Mariage. 20/亞樹直原
作; 沖本秀漫畫; 涂翠花譯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531-2 (EPUB)
缺月之犬/ウノハナ著; 皇子譯 .-- 1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- 184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97-9
(第 2 冊:平裝)
起立、注意、敬禮/たかみや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68-00-8 (PDF)
起立、注意、敬禮/たかみや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68-13-8 (EPUB)

前輩!請更加地讚美我吧!/イトハナ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12-1
(EPUB)

哥布林殺手/蝸牛くも原作; 黑瀨浩
介作畫; 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79-5 (第 10 冊:平
裝)

急戰 5 秒殊死鬥. 6/みやこかしわ作;
小天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80-1
(EPUB)

能在女子專用合租屋輪流 H 的就只
有我。/タカヤマノン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25-9 (EPUB)

前學生的戀愛習題讓我來解開/みく
らや杏樹作畫; ancom 原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98-7 (EPUB)

弱角友崎同學/屋久悠樹, Fly, 千田衛
人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8 .-- 20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895-5 (第 3 冊:平裝)

耍賴撒嬌也沒用/にたこ作; ALATA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79-2 (EPUB)

哺乳類♂人科/トビワシオ作; 魏嫚
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82-0 (平裝)

耍賴撒嬌也沒用/にたこ作; ALATA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20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20-1 (平裝)

神奇寶貝特別篇. 54/日下秀憲腳本;
山本智漫畫; 霖之助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81-8 (EPUB)

茶了沒: 夢幻珍珠奶茶的崛起!顆粒
的初戀滋味讓我高潮顫抖!/盧卡斯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鬼迷刀客/張公輔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7 .-- 45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6-02-5 (平裝)
NT$800
151

純真之人/坂本真一作; 賴思宇譯 .-3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8-434-6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8-435-3 (第 2
冊:平裝)
格差天堂/緒川千世作; 陳姿君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29-7 (第 7
冊:平裝) NT$140
*海倫娜與大野狼先生 拾遺集/布里
斯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狐耳,
11005 .-- 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867-7 (平裝) NT$120
家庭教師 HITMAN REBORN!(愛藏
版)/天野明作; 賴韋先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26-7181-8 (第 11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57-26-7182-5 (第 12 冊:平
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71832 (第 13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
978-957-26-7184-9 ( 第 14 冊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7185-6
(第 15 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957-26-7157-3 (第 7 冊:平裝首刷附錄
版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71580 (第 8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7159-7
(第 9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50 .-ISBN 978-957-26-7160-3 (第 10 冊:平
裝首刷附錄版) NT$250 .-- ISBN 978957-26-7161-0 (第 11 冊:平裝首刷附
錄版) 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7162-7 (第 12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
NT$250 .-- ISBN 978-957-26-7163-4
(第 13 冊: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50 .- ISBN 978-957-26-7164-1 (第 14 冊:
平裝首刷附錄版) NT$250 .-- ISBN
978-957-26-7165-8 (第 15 冊:平裝首
刷附錄版) NT$250
真假!這樣的我竟然有人喜歡?/柊の
ぞむ原作; 朔小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47-4 (平裝)
迷途之家的大姊姊/神毛物由宇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7 .-- 20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30-5 (第 5
冊:平裝) NT$210
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4/神毛物由宇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01-5 (PDF)

迷途之家的大姊姊. 4/神毛物由宇
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14-5
(EPUB)
秘密特快車-SR1 班次: 夜行巴士之.
校生痴女/イトハナ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6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3-82-1 ( 平 裝 )
NT$250

20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12-2 (第 4 冊:平裝) NT$140
祥太,我愛你!/にたこ作; 平川遊佐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8 .-17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898-6 (平裝)
國王排名. 7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12-1 (PDF)

鬼滅之刃 塗繪帳: 紅/吾峠呼世晴作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96-5 (平裝) NT$150

國王排名. 7/十日草輔作; 賴思宇譯 .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34-3
(EPUB)

鬼滅之刃 塗繪帳: 蒼/吾峠呼世晴作;
林志昌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095-8 (平裝) NT$150

從心遇見: 食物語美術設定集/食物
語手遊項目組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7 .-- 212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593-1 (平裝)

能幹貓今天也憂鬱/山田ヒツジ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08-846-7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626-308-847-4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8-848-1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308849-8 (第 4 冊:平裝)

彩加...妳的耳朵很敏感吧?: 和壞心
眼 的 男 友 在 圖 書 館 嘿 咻 /Sumire
Kojim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26-6 (EPUB)

浪漫.嘆息/左藤さなゆき作; 李芸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37-5
(平裝) NT$140
座敷娘與料理人. 4/佐保里作; 沈嘉
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7-2
(EPUB)
逃避現實二人組/田口囁一作; 陳瑞
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48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481 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茱麗葉成癮/フジマコ作; 熊次郎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05-3
(PDF)
茱麗葉成癮/フジマコ作; 熊次郎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32-9
(EPUB)
第 7 年的純愛/藤谷陽子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437-2 (EPUB)
接下來是倫理課/雨瀬シオリ作; 蕭
宏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

終 末 的 後 宮 奇 想 曲 學 園 /LINK &
SAVAN 原案; 安藤岡田漫畫; 江昱霖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60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29-0
(第 1 冊:平裝) NT$130
異世界大奧: 想成為王妃的話,就靠
陪睡讓殿下持續寵愛妳吧/Sauro 作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64-8 (EPUB)
異世界居酒屋「阿信」/蝉川夏哉原
作; ヴァージニア二等兵漫畫; 陳靖
涵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24-6099 (第 10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4-610-5 (第 11 冊:平裝)
異世界轉生之後立刻開始了開朗的
奴隸生活/うたみつほ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024-8 (EPUB)
異世界戀愛饗食. 2/嵐星人作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55-9 (EPUB)
被兄與弟疼愛的我: 陷入背德地獄/
お湯かけご飯著; SCALY 譯 .-- 臺北
市 : 紳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70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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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兄與弟疼愛的我: 陷入背德地獄/
お湯かけご飯著; SCALY 譯 .-- 臺北
市 : 紳士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3-73-6 (PDF)
陰沉的我被開朗妹求愛了!?/森田俊
平作; 雪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7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613-6 (第 1 冊:平裝)
笨拙至極的上野/tugeneko 作; CHIKA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14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12-6 (第 7 冊:平裝)
笨 拙 至 極 的 上 野 . 7/tugeneko 作 ;
CHIKA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3-9
(EPUB)
從後面來的神威先生/EROKI 原作;
斑鰶幼魚漫畫; 蔡柏頤譯 .-- 1 版 .-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68-9 (第 1
冊:平裝)
探索者的蜜月/やまねあやの作; 黃
盈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6 .-- 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54-2 (平裝限定版)
這個夏天很藍色: 脫去束缚裸裎深海
之中-我與人魚的邂逅!/子葉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047-7 (EPUB)
從異世界回來的勇者是現代最強!/白
石新原作; さめだ小判漫畫; shaunten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19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21-8 (第 1 冊:平裝)
從異世界回來的勇者是現代最強! .
1/ 白 石 新 原 作 ; さ め だ 小 判 漫 畫 ;
shaunte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1-5
(EPUB)
笨蛋和剪刀(特裝版)/ひなこ作; 翁蛉
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4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351 (平裝) NT$180
將混混女孩試著Ｈ的調教了一番/黒
葉 だ む 作 .-- 臺 北 市 : 買 動 漫 ,
11006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86-9 (平裝) NT$250

淡然而深摯/きはら記子作; 風花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2-2 (EPUB)

寂寞難耐的抱枕/白松作; 黛西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570-7 (PDF)

淡然而深摯/きはら記子作; 風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20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24-9 (平裝)

寂寞難耐的抱枕/白松作; 黛西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590-5
(EPUB)

終結的熾天使. 22/鏡貴也原作; 山本
大和漫畫; 弁天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383-2 (EPUB)

被擦掉的初戀/ひねくれ渡原作; 或
子漫畫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76 面; 1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06-1 ( 第 2 冊 : 平 裝 )
NT$100

雪無香. 1/千千夜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7079-8 (EPUB)
陰陽眼見子. 4/泉朝樹作; 楊采儒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71-9
(EPUB)
野菜國的冒險/アボガド 6 著; 蔡承
歡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
11007 .-- 4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01-6-9 (平裝)
被惡魔附身的少女/山田惠庸原作;
吊木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50-4 (第 5 冊:平裝)

淡藍色野獸/かざみ幸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76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78-1
(平裝) NT$140
唯願來世不相識/小西明日翔作; 依
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17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513-3 (第 4 冊:平裝)
唯願來世不相識. 4/小西明日翔作;
依文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0-8
(EPUB)

淫溺の令嬢. 4, 在他身邊洩漏出的淫
蕩聲/クロエ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7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26-8 (平裝) NT$250

淫靡的血族: 變態費洛蒙害讓我變成
肉食一族的囊中物想逃也逃不了/え
だじまさくら, 園内かな作 .-- 臺北
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19-99-4 (EPUB)
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本子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6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91-3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

晨曦公主/MIZUHO KUSANAGI 作;
黃依齡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16-7 (第 35 冊:平裝) NT$100
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本子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7 .-- 2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24-4 (第 4 冊:平裝) NT$300

通靈童子(愛藏版). 3/武井宏之作; 陳
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7-3
(EPUB)
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本子. 2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8-02-2 (PDF)

超人上司是處男/仁井ちく作; 陳律
吟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08-2
(EPUB)

通勤路上的那個女生讓我看胖次的
本子. 2/大嘘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68-15-2 (EPUB)

趁女上司睡覺偷偷插入(※裝睡的時
候被幹到高潮)/七草天音作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467-9 (EPUB)

混種星塵/ウノハナ作 .-- 臺北市 : 巴
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050-7 (EPUB)

鄉下的堂弟是個黏人的小麥色馬尾
正太/びみ太作; 林星宇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- 154 面;
153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98-6
(第 3 冊:平裝)
黑色五葉草. 26/田畠裕基作; 趙秋鳳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1-1 (EPUB)
惡役千金被宣判死刑後,在逃亡過程
中被大惡魔疼愛了。/Monpetit 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27-3
(EPUB)
最狂輔助職業(話術士)世界最強戰
團聽我號令/Jaki 原作; Yamorichan 漫
畫; 郭子菱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7 .-- 18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61-0 (第 1 冊:平裝)
超昂天使無論是在夢裡還是現實都
被侵犯/はっせん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7 .-- 2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8-22-0 (平裝) NT$230
雄性世界/中川カネ子作; 曾怡華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94-1
(平裝) NT$140
黃昏流星群/弘兼憲史著; 洪子喬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463-6 (第 62 冊:平裝)
黃金神威. 21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55-9
(PDF)
黃金神威. 21/野田サトル作; 賴思宇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67-2
(EPUB)
無法逃離變態執事的魔掌!/宝井さき
原作; kyo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東販, 11006 .-- 17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4-651-1 (平裝)
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 H
很有興趣/有馬紘一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04-6 (PDF)
游泳部的無口乖巧的月島小姐對 H
很有興趣/有馬紘一作 .-- 臺北市 : 買
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17-6 (EPUB)
開始當爸爸的兩人/汐にがり作; 亞
美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
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9-1
(EPUB)
開始當爸爸的兩人/汐にがり作; 亞
美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204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525-6 (平裝)
堤亞穆帝國物語: 從斷頭台開始,公
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(＠漫畫版). 2/
杜乃ミズ作; 張凱鈞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75-7 (EPUB)

短跑女神. 3/原田重光, かろちー作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5-9
(EPUB)

惡魔的新娘(愛藏版)(1-12)/芦辺遊步
作畫; 秦不虫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
長鴻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00-5610-0 (全套:平裝)

喵喵可蘿姬總集篇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8-03-9 (PDF)

喜歡的一半/織田綺作; 蔡雨璇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192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5660 (平裝)

喵喵可蘿姬總集篇/konomi 作 .-- 臺
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8-16-9 (EPUB)

就是要娶妳/エスミスミ, 春奈真実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19-97-0 (EPUB)

最棒的一夜開始了戀情: 讓我身心翻
騰不已的他是新上任社長/猫又しょ
う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22-4 (EPUB)

晴時偶陣雨/大槻ミゥ作; 瓜子譯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192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5783 (平裝)

就愛性感內衣/三尾じゅん太作; 趙
秋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36-8 (平裝) NT$140

棒球大聯盟 2nd/滿田拓也作; yoshiki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168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509-6 (第 20 冊:平裝)

畫電影的人: 手繪海報的美好時光/
簡嘉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19-579-5 (EPUB)

棒 球 大 聯 盟 2nd. 20/ 滿 田 拓 也 作 ;
yoshiki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8-4
(EPUB)

虛構推理/城平京原作; 片瀨茶柴漫
畫; 光依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 160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08-2 (第 15 冊:平裝) NT$105

結婚為前提的接吻上床超前部屬準
備。/團藤さや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36-1
(EPUB)

絕對雙刃/柊★たくみ原作; 成家慎
一郎作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62-7 (第 4
冊:平裝)

發情貴公子/マキア作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66-2 (EPUB)

朝劇!/浦沢直樹作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05-4 (第 5 冊:平裝)
NT$160

貴族轉生: 得天眷顧一出生就獲得最
強力量. 1/三木なずな(GA 文庫/SB
Creative)原作; 華嶋ひすい漫畫; 倚風
沐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73-3
(EPUB)

黑薔薇魔女與黃金皇子的情不自禁/
田中琳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26-2 (EPUB)

渴望靈魂雙生伴侶/相音きう作; 熊
次郎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93-1 (平裝)

朝顏自夜晚綻放/チョコドーナツ原
作; あらきゆう作畫; 林玟伶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8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72-9 (平裝)
NT$140

短跑女神/原田重光原作; karoti 漫畫;
江昱霖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08-5 (第 4 冊:平裝) NT$130

惡魔先生,請聽我唱歌/森下真作; 風
間鈴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132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09-2 (第 2 冊:平裝) NT$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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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上一個怪獸/つきづきよし作; 平
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7 .-- 16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89-4 (平裝)
愛上年獸天菜: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
/鹿卷耳, 重花, 千行, 嵐星人, 天然嫣,
黑色豆腐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
角川, 11007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94-8 (第 2 冊:平裝)
愛上年獸天菜: 年獸系列短篇漫畫集.
1/小黑豹, 凜玥, 白夜 BYA, 千行,
Hibiki-響, 天然嫣, 蝶羽攸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37-2 (PDF)
新戶 Ω 小弟不知世間險惡。: 剛見
面幾秒鐘,就被咬一口標記了/色摩孝
之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35-4 (EPUB)
禁止入侵!!純血特區!/本田有馬作;
豬排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68 面; 2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67-7 (第 4 冊:平裝)
禁 止 做 愛 真 是 無 聊 透 頂 /Haruto
Aoyama 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68-6
(EPUB)
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. 1/冰川翔作;
十兵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643-3 (EPUB)
萬代同學的遊戲時間. 2/冰川翔作;
十兵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644-0 (EPUB)
裏世界遠足. 3/宮澤伊織原作; 水野
英多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78-8 (EPUB)
暖色系商店街.慢活每一天/にどね杉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19-4 (EPUB)
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. 7/鳴見なる作;
蔡孟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652-5 (EPUB)
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. 8/鳴見なる作;
蔡孟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653-2 (EPUB)
搖曳莊的幽奈小姐. 23/三浦忠弘作;
許任駒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2-8
(EPUB)
搖曳露營△/あ f ろ作; 陳楷錞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76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14-3 (第 12
冊:平裝) NT$130
溫柔異世界/一智和智作; 九流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606-8 (平裝)
極品獅子養成計畫/鬼嶋兵伍作; 曾
怡華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26-9 (平裝) NT$140
新娘是深閨少爺/上田にく作; 澄瑱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564-6 (平裝)
愛哭鬼的初戀/北野仁作; 曾怡華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73-6
(平裝) NT$140
痴處女風紀委員對他人難以啟齒的
淫靡願望. 總集篇/武田あらのぶ作 .- 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7 .-- 16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25-1
(平裝) NT$580
催淫課長/DYTM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05-3 (PDF)
催淫課長/DYTM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
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68-18-3 (EPUB)
解開詛咒的戀愛魔法/栗原カナ作;
陳姿君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99-3 (平裝) NT$140

極道本命/みづい甘作; 平川遊佐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869-6 (平裝)
嫌疑犯 α 和刑警 Ω: 絕對不能愛上
的命運伴侶/Wasoh Miyakoshi 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28-0
(EPUB)
電影版哆啦 A 夢: 大雄與新恐龍 雙
胞胎小 Q 與小妙/藤子.Ｆ.不二雄原
作; ときわ藍漫畫; 黎維津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411-2 (EPUB)
新櫻花大戰 the Comic/野口こゆり漫
畫; 方郁 仁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1740 (第 1 冊:平裝) NT$140 .-- ISBN 978957-26-7175-7 (第 2 冊:平裝) NT$140
舞浜有希的高潮臉,只有身為社團教
練的我才知道/Fujiko Momoshika 作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31-0
(EPUB)
歌川國芳江戶浮世錄/崗田屋愉一作;
郭台晏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黑白文
化, 11007 .-- 23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357-6-0 (平裝) NT$220
夢中與君結緣相約 4 點魔鬼上司每
晚溺愛我到高潮為止!?/光原ひつじ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31-6 (EPUB)
說好的攻略遊戲呢/林佑蓉作 .-- 初
版 .-- 雲林縣 : 林佑蓉, 11005 .-- 2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23-0
(平裝) NT$200
與你連結的 HAPPY END/Arinco 作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38-9 (EPUB)
蜜夜的薔薇有慾望的香氣/竹内未来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21-7 (EPUB)
銀河英雄傳說. 16/田中芳樹原作; 藤
崎竜漫畫; 沈嘉瑋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95-5 (EPUB)
與春天的距離/ハルモト紺作; 趙秋
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冊 .-155

ISBN 978-957-26-7075-0 (上冊:平裝)
NT$140 .-- ISBN 978-957-26-7076-7
(下冊:平裝) NT$140
對待混帳上司就是要霸王硬上
弓!/Ebi Umino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29-7 (EPUB)
摺紙戰士 A/周顯宗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6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11-9 (第 6
冊:平裝)
摺紙戰士 A . 6/周顯宗作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96-9 (EPUB)
摺紙戰士 W/周顯宗, 周銘峯, 全家人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28-3 (EPUB)
睡眠學習: 不斷遭受侵犯的巨乳家庭
教師.../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6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85-2 (平裝) NT$210
睡眠學習: 巨乳女學生想被我侵
犯.../kino 作 .-- 臺北市 : 買動漫,
11006 .-- 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3-84-5 (平裝) NT$210
滿腦都是黃色思想、真的很麻煩。
/Mimu Hinata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30-3 (EPUB)
與遊戲網友見面,來的是職場鬼上司/
ん村作; 張芳馨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6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068-2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NT$200
漫漫話台灣. 植物篇/山崎龍漫畫繪
製; 謝季霖故事腳本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91-4 (EPUB)
與獸人男友的做人生活。: 那麼大
的...放不進來啦...!/Komagome 作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69-3 (EPUB)
監護人戀人/玉姫なお作 .-- 臺北市 :
巴比樂 視網路 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9-016-3 (EPUB)
醉不可耐/加東鐵瓶作; midori 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347-4 (EPUB)

影宅/リ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160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510-2
(第 7 冊:平裝)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068 (第 6 冊:平裝) NT$130

青文, 11008 .-- 204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526-3 (平裝)

踮起腳尖的愛麗絲. 2/吉田夢美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604-9 (EPUB)

鴨乃橋論的禁忌推理/天野明作; 賴
思宇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8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85-6 (第 1 冊:平裝)

影宅. 7/ソ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93-8 (EPUB)

踮起腳尖的愛麗絲. 2/吉田夢美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607-0 (PDF)

獨占我的英雄/ありいめめこ作; 郭
名珊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95-5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40

請在伸展台上微笑/猪ノ谷言葉作;
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192 面; 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44-3 (第 21 冊:平裝) NT$100

踮起腳尖的愛麗絲. 3/吉田夢美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605-6 (EPUB)

擅長捉弄人的(前)高木同學. 5/山本
崇一朗原作; 稻葉光史漫畫; 泪紫音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76-3 (PDF)

請在甜蜜融化之前,盡情地痛快地品
嘗我吧!/藤里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32-3
(EPUB)

踮起腳尖的愛麗絲. 3/吉田夢美作;
LYT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608-7 (PDF)

擅長捉弄人的(前)高木同學. 5/山本
崇一朗原作; 稻葉光史漫畫; 泪紫音
譯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644-9 (EPUB)

廢柴謬思/アヒル森下作; midori 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92-1 (EPUB)

機動戰士鋼彈 0083 REBELLION/矢
立肇, 富野由悠季原作; 夏元雅人漫
畫; 王志豪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7 .-- 196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607-5 (第 15 冊:平
裝)

影宅. 6/ソウマトウ作; 陳鈞然譯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382-5 (EPUB)

衛府七忍. 8/山口貴由作; 洪兆賢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94-5 (EPUB)

鄰居為何總是反覆無常/木山くら作;
柚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216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80-6 (平裝)

憂國的莫里亞蒂/コナン.ドイル原案;
三好輝漫畫; 吳勵誠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26-7101-6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05 .-ISBN 978-957-26-7102-3 (第 12 冊:平
裝) NT$105 .-- ISBN 978-957-26-71030 (第 13 冊:平裝) NT$105 .-- ISBN
978-957-26-7104-7 ( 第 14 冊 : 平 裝 )
NT$105

輝夜姬的姻緣結合/Hisasi 作 .-- 臺北
市 : 買動漫, 11007 .-- 28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8-28-2 (平裝)
NT$250

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?/Koi 作;
平川遊佐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7 .-- 1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60-3 (第 9 冊:平裝)

輝夜姬想讓人告白: 天才們的戀愛頭
腦戰/赤坂アカ作; 江昱霖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08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40-5 (第 22 冊:平
裝) NT$140

翩然降臨的戀情如花盛開/タダノヤ
ス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
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40-8 (EPUB)

請妳吃掉我吧。: 晚熟魅魔和美青年
/cocoTohru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32-7 (EPUB)

緝毒犬的咬痕/渋江ヨフネ作 .-- 臺
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9-007-1 (EPUB)
暴食狂戰士: 唯有我突破了所謂「等
級」的概念. 1/一色一凜原作; 滝乃
大祐漫畫; 陳柏安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37-5 (EPUB)
請看看我的情色履歷/春輝作; 謝子
庭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

魅魔同居生活. 8/笹森トモエ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68-06-0 (PDF)
魅魔同居生活. 8/笹森トモエ作 .-臺北市 : 買動漫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68-19-0 (EPUB)
請讓我討厭你吧 隔壁的大野狼/汐に
がり作; Yun 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95-2 (EPUB)
請讓我討厭你吧 隔壁的大野狼/汐に
がり作; Yu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156

機動戰士鋼彈桑/矢立肇, 富野由悠
季原案; 大和田秀樹漫畫; 九流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597-9 (第 18 冊:平裝)
戰場通信/簡嘉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原動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59-4-1 (EPUB)
噩夢少年. 6/銀甫作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26-7156-6 (EPUB)
總之就是很可愛/畑健二郎作; 柯冠
廷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853-5 (第 14 冊:平裝)
總攻(自稱)的我怎麼可能會輕易被
上!/海野えび作; 呂郁青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45-0 (EPUB)
醜男真戰士. 3/弘松涼原作; 上月ヲ
サム漫畫; 陳鈞然譯 .-- 臺北市 : 青
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84-9 (EPUB)
隱密的性愛 inside sex/七ノ日作; 魏
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71-4 (PDF)
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92-7
(平裝) NT$140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35-8 (PDF)

隱密的性愛 inside sex/七ノ日作; 魏
嫚秀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591-2 (EPUB)

鏡之國的白色高塔/熊哥作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熊哥漫漫喬工作室,
11006 .-- 336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35-2-9 (平裝) NT$450

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. 9/缶乃作;
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45-7 (EPUB)

瞬間世界因你而漸層/紘千尋作; 陳
幼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626-00-55851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626-005586-8 (第 4 冊:平裝)

關於我轉生變成小孩子這檔事/伏瀬
原作; 茶々漫畫; 張紹仁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57-26-7188-7 ( 第 1 冊 : 平 裝 )
NT$130 .-- ISBN 978-957-26-7189-4
(第 2 冊:平裝) NT$130 .-- ISBN 978957-26-7190-0 (第 3 冊:平裝) NT$130

獻給親愛 A 小姐的推理/森江慧作;
KIYO.D 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16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576-9 (第 3 冊:平裝)

聯誼對象是肉食警官!?/踊る毒林檎
原作; 佐鳥百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84 面; 18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17-7 (第 1 冊:平裝)
NT$130
黏糊糊的秘湯裡、戀情開始了。/南
国 ば な な 作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72-3 (EPUB)
薔薇和汙泥/天河藍作; 流川昴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17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657-3 (平裝)
濡濕秘書的養成方法。/時計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011-8 (EPUB)
轉生初夜就進行貪婪性愛: 王子的本
命是惡役千金/Re:mimu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33-4 (EPUB)
藍色時期/山口飛翔作; Niva 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46-7 (第 10
冊:平裝) NT$140
雙星之陰陽師. 22/助野嘉昭作; 蔡夢
芳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8-0
(EPUB)
騎乘之王/馬場康誌作; 陳姿君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41-2 (第 6
冊:平裝) NT$140
雙倍草莓的苦味蛋糕/暁作; lingosou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160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5599-8 (平裝)
鬍子.胸毛.體育老師/斑まだ作; 刻托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60 面;

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. 16/
伏瀨, 川上泰樹, みっつばー作; 張紹
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84-2
(EPUB)

騷亂時節的少女們. 6/絵本奈央, 岡
田麿里作; 翁蛉玲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26-7089-7 (EPUB)
竇蓮魁/楊崧正編導; 李季紋故事; 林
羽倩(Eli Lin)漫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木蘭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068-9-9 (PDF)

關係不好的未婚夫妻/鉢谷くじら作;
MON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13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435-8 (第 2 冊:平裝)

魔女之旅. 2/白石定規原作; 七緒一
綺漫畫; 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392-4 (EPUB)

關係不好的未婚夫妻. 2/鉢谷くじら
作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39-6 (PDF)

屬於我的美麗鬼神/ホームラン.拳作;
徐柔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208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178-8 (平裝) NT$140

藥師少女的獨語/日向夏原作; ねこ
クラゲ漫畫; Shion 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202-0 ( 第 8 冊 : 平 裝 )
NT$130
鏈鋸人/藤本樹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100-9 (第 11 冊:平
裝首刷限定版) NT$150
繼 承家業的 少爺從不 忍耐 / 麻倉唯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34-1
(EPUB)
覺得 BL 尊爆的我們: 腐女經驗談座
談會/鶴ゆみか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17-0
(EPUB)
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. 10/缶乃作;
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56-3 (EPUB)
獻給她的親吻與白百合. 8/缶乃作;
弁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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魔法禁書目錄外傳 科學超電磁砲.
16/鎌池和馬原作; 冬川基漫畫; 遠鄉
欣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75-7 (EPUB)
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!. 2: 被最強隊
伍放逐的廚師開設了冒險者餐廳/君
川優樹原作; つむみ漫畫; 梁勝哲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07-5 (EPUB)
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/衣笠
彰悟原作; 一乃ゆゆ漫畫; 平川遊佐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156 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878-8 (第 7 冊:平裝)
戀上換裝娃娃/福田晋一作; 王杉珊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
18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00-6
(第 7 冊:平裝) NT$140
戀愛日和: 少女心男友在親熱時就變
成攻/安南友香子作; 趙秋鳳譯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6 .-- 160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077-4 (平裝)
NT$140

戀愛得分/LEN(Aー7)作; 陳瑞璟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116-0 (第 1
冊:平裝) NT$130
戀 愛預感讓 我不知所 措 /宮越和草
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
份有限公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9-020-0 (EPUB)
變態王子與不笑貓/相樂總原作; お
米軒漫畫; 御門幻流譯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- 148 面; 18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70-2 (第 8
冊:平裝)
讓人慾火焚身的終極春藥: 不管是美
女 OL 還是巨乳人妻都想要得受不
了.../秋村とき作 .-- 臺北市 : 巴比樂
視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9-028-6
(EPUB)
靈視少年/後藤冬吾原作; 松浦健人
漫畫; 方郁仁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-26-71313 (第 1 冊:平裝) NT$100 .-- ISBN 978957-26-7132-0 (第 2 冊:平裝) NT$100
觀景窗內不聚焦/MN 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避風港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69-1-5 (EPUB)
蠻橫又無理的吸血鬼老爺/晴作 .-臺北市 : 巴比樂視網路科技股份有
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9-042-2 (EPUB)
鑽石王牌 act2/寺嶋裕二作; 方郁仁
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192 面;
17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13-6
(第 26 冊:平裝) NT$100
400 圓行騙天下/嬉野君著; 呂郁青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41-2 (EPUB)
好事多磨. 7/古鉢瑠華作; 吊木光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84-9
(EPUB)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1/INOUE 作; 李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80-1 (EPUB)
死神少爺與黑女僕. 2/INOUE 作; 李
昆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63-4 (PDF)
彼岸島. 32/松本光司作著; 林武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39-9 (EPUB)
彼岸島. 33/松本光司作著; 林武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40-5 (EPUB)
學園孤島. 12/海法紀光(NITROPLUS)
原作; 千葉サドル作畫; 蔡承胤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81-8
(EPUB)

小說及雜文
365 行之 M 型社會/ami 亞海著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41% 海 風 的 甜 度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24-4-5 (EPUB)
诈尸: 禁忌录/笭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58-00-9 (PDF)
绿茶婊/糖醋小魚干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旭儒, 11007 .-- 39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027-9-1 (平裝)
NT$450
BLUE/葉真中顯作; 洪于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01-5 (PDF)
BLUE/葉真中顯作; 洪于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17-6 (EPUB)
Cat's kiss 貓研社/D51 作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516-9 (PDF)
Cat's kiss 貓研社/D51 作 .-- 1 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8-518-3 (EPUB)
GOBLIN SLAYER!哥布林殺手. 11/蝸
牛くも作; 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502-2 (PDF)
GOBLIN SLAYER!哥布林殺手. 11/蝸
牛くも作; 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519-0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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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dium 霊媒偵探城塚翡翠/相澤沙
呼著; 李彥樺譯 .-- 首版 .-- 臺北市 :
悅知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46-2-3 (EPUB)
Re: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. 22/長月
達平作; 黃盈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10-5 (EPUB)
Test Love 同居試愛. 下部. 3/MAME
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12-4
(EPUB)
Test Love 同居試愛. 下部. 番外篇
/MAME 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00-5611-7 (EPUB)
Women
and
relationships
in
contemporary Irish women's short
stories/by 張 婉 麗 (Ann Wan-lih
Chang)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科技, 11006 .-- 30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26-911-3 ( 平 裝 )
NT$450
「憑妳也想討伐魔王?」被勇者小隊
逐出隊伍,只好在王都自在過活.
2/kiki 作; 陳柏安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45-7 (EPUB)
一代大俠. 1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45-1 (EPUB)
一代大俠. 10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47-5 (EPUB)
一代大俠. 11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48-2 (EPUB)
一代大俠. 2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46-8 (EPUB)
一代大俠. 3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49-9 (EPUB)
一代大俠. 4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50-5 (EPUB)
一代大俠. 5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51-2 (EPUB)

一代大俠. 6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52-9 (EPUB)

約 73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88-8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399

一代大俠. 7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53-6 (EPUB)

大俠等一等/神邦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94-8 ( 第 17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95-5
(第 18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96-2 ( 第 19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97-9
(第 20 冊:平裝) NT$190

一代大俠. 8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54-3 (EPUB)
一代大俠. 9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55-0 (EPUB)
凡人修仙之仙界篇/忘語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465-7
(第 51 冊:平裝)
三寸人間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7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444-2 (第 60 冊:
平裝) NT$170
三年十一班/夏茗悠作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08-810-8 (全套:平裝)
大亨小傳(經典新裝版)/史考特.費茲
傑羅(F. Scott Fitzgerald)著; 王聖棻
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47-9
(EPUB)
工作不談情/下末方著 .-- 初版 .-- 桃
園市 : 栗子文創工作室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9589-3-6
(EPUB)
三角的距離無限趨近零. 5/岬鷺宮作;
廖文斌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78-8 (EPUB)
大奉打更人/賣報小郎君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405-3 (第 3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06-0 (第 3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07-7
(第 3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08-4 (第 35 冊:平裝)
女性向遊戲世界對路人角色很不友
好. 3/三嶋与夢作; 王啟華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90-0 (EPUB)
上 流 法 則 / 亞 莫 爾 . 托 歐 斯 (Amor
Towles); 謝孟蓉譯; 鍾琪, 蕭定睿朗
讀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 11006 .--

小說 我讓最想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
了。紅血殉教者/桜日梯子原作; 成
田良美作; 劉仁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
立, 11006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110-8 ( 平 裝 ) .-- ISBN
978-957-26-7111-5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不可預傾訴於魔女之口/凝微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30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025 (平裝) NT$240
少年藥帝/蕭冷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7 .-- 192 面; 1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8-418-3 (第 80 冊:
平裝)
不良夫子/羽宸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99-0 (EPUB)
中和反應 PLUS/季堤著 .-- 初版 .-- 嘉
義市 : 季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00-1 (EPUB)

天道方程式/二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77-1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78-8
(第 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979-5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80-1
(第 8 冊:平裝) NT$180
不想成為騎士的我/草子信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15-975-7 (第 2
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515-976-4 (第 3 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626-311-015-1 (第 4 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626-311-016-8
(第 5 冊:平裝) NT$250
月落胭脂巷/小城綾子(連鈺慧)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42-7
(EPUB)
幻影號的奇航/胡長松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前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01-948-5 (EPUB)
幻影號的奇航/胡長松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前衛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01-949-2 (PDF)
打工吧!魔王大人. 21/和ヶ原聡司作;
李文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83-2 (EPUB)

不健全/Beck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77-1 (EPUB)

白井小姐/乙一著; 徐欣怡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74-2
(EPUB)

六朝燕歌行. 1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40-6 (EPUB)

白月光孟先生. 上/喵芭渴死姬作 .-新北市 : 貓康文舍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8-0-1 (EPUB)

六朝燕歌行. 2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41-3 (EPUB)

白月光孟先生. 下/喵芭渴死姬作 .-新北市 : 貓康文舍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8-1-8 (EPUB)

六朝燕歌行. 3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42-0 (EPUB)

白月光孟先生. 中/喵芭渴死姬作 .-新北市 : 貓康文舍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8-2-5 (EPUB)

六朝燕歌行. 4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43-7 (EPUB)

半仙闖江湖/客居仙鄉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417-6
(第 106 冊:平裝)

六朝燕歌行. 5/紫狂, 弄玉著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44-4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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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門醫聖/魚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81-8 ( 第 56 冊 : 平 裝 )
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82-5
(第 57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83-2 ( 第 58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84-9
(第 59 冊:平裝) NT$190
白首妖師/黑山老鬼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026-7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27-4
(第 6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626-311-028-1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29-8
(第 8 冊:平裝) NT$180
召喚魔神的校園生活. I, 魔神魯格與
女高中生享受青春/ツカサ作; 劉仁
倩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40
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303 (平裝)
巧奪天工/羽宸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00-3 (EPUB)
出賣女神. 1/弄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05-5 (EPUB)
出賣女神. 2/弄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04-8 (EPUB)
出賣女神. 3/弄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03-1 (EPUB)
出賣女神. 4/弄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02-4 (EPUB)
出賣女神. 5/弄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河圖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1-01-7 (EPUB)
失蹤少女調查報告/荷莉.傑克森
(Holly Jackson)著; 簡秀如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25-1 (EPUB)
死亡擱淺. 上/小島秀夫作; 陳梵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06-0
(PDF)
死亡擱淺. 下/小島秀夫作; 陳梵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07-7
(PDF)
死亡擱淺. 上/小島秀夫作; 陳梵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24-4
(EPUB)
死亡擱淺. 下/小島秀夫作; 陳梵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25-1
(EPUB)
伏天氏/淨無痕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398-8 (第 118 冊: 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453-4 (第 119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70-1 (第
120 冊:平裝)
光之祭司. vol.4, 以愛為名的勇氣/香
草作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81-8
(EPUB)

御 門 幻 流 譯 .-- 臺 北 市 : 青 文 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03-7 (EPUB)
有你的明天/雨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城邦原創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65-9-0 (EPUB)
在所有母親之間/艾希莉.歐娟(Ashley
Audrain)著; 王娟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84-3 (EPUB)
全知讀者視角/sing N song(싱숑)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星巡文化, 11008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143-3-6 (全套:
平裝)

再世的吾愛卿卿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58-397-6 (EPUB)
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. 6/ざ
っぽん作; 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4-590-0 (EPUB)

字母會 T 時間/楊凱麟, 張亦絢, 黃崇
凱, 陳雪, 胡淑雯, 童偉格, 駱以軍, 顏
忠賢作; 孫德萍, 張亦絢朗讀 .-- 臺北
市 : 春山出版, 11005 .-- 約 234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8-5-9 (線
上有聲書(WAV)) NT$300

因為不是真正的夥伴而被逐出勇者
隊伍,流落到邊境展開慢活人生. 6(幸
福滿滿電子書特裝版)/ざっぽん作;
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584-9 (EPUB)

字母會 T 時間（線上有聲書
（MP3））/楊凱麟, 張亦絢, 黃崇凱,
陳雪, 胡淑雯, 童偉格, 駱以軍, 顏忠
賢作; 孫德萍, 張亦絢朗讀 .-- 臺北
市 : 春山出版, 11005 .-- 約 234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8-8-0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00

百鬼夜行. 4, 火焚鬼/笭菁著 .-- 初
版 .-- 臺 北 市 : 嗨 森 數 位 文 創 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05-55-8 (EPUB)

字母會 U 單義性/楊凱麟, 胡淑雯, 童
偉格, 駱以軍, 黃崇凱, 顏忠賢, 陳雪
作; 孫德萍朗讀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
版, 11005 .-- 約 20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58-6-6 (線上有聲書
(WAV)) NT$300
字母會 U 單義性/楊凱麟, 胡淑雯, 童
偉格, 駱以軍, 黃崇凱, 顏忠賢, 陳雪
作; 孫德萍朗讀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
版, 11005 .-- 約 205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58-9-7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300
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.
16/大森藤ノ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
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3-377-1 (EPUB)
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.
外傳, 劍姬神聖譚. 12/大森藤ノ作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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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鬼夜行. 4, 火焚鬼(簡體字版)/笭菁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嗨森數位文創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8605-56-5 (EPUB)
百鬼夜行卷. 4, 火焚鬼/笭菁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58-02-3
(PDF)
百鬼夜行卷. 4, 火焚鬼(簡體字版)/笭
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笭菁工作室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58-01-6 (PDF)
西野: 校內地位最底層的異能世界最
強少年. 4/ぶんころり作; 吊木光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87-0
(EPUB)
交換謊言日記/櫻伊伊予著; 林于楟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裝本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01-5-2 (PDF)

灰與幻想的格林姆迦爾 . 16: 我們都
還不曉得為什麼要說再見/十文字青
作; 曾柏 穎譯 .-- 臺 北市 : 青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371-9 (EPUB)
她厭男,她是我女友/閔智炯著; 黃莞
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3-3744-7 (PDF)
自稱賢者弟子的賢者. 13/りゅうせ
んひろつぐ 作; 李殷廷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363-4 (EPUB)
米德鎮的春天. 上冊/喬治.艾略特
(George Eliot)著; 陳錦慧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81-2 (PDF)
米德鎮的春天. 下冊/喬治.艾略特
(George Eliot)著; 陳錦慧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82-9 (PDF)
全職公敵/石川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011-3 ( 第 19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12-0
(第 20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13-7 ( 第 21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14-4
(第 22 冊:平裝) NT$190
妙手俠醫/真熊初墨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420-6 (第 66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421-3 (第 6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22-0 (第 6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23-7
(第 6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24-4 (第 70 冊:平裝)
我在異世界裡面臨輔助魔法與召喚
魔法的選擇/横塚司作; 吳苾芬譯 .-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35-8 (第 9
冊:平裝)
冷君情愛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94-5 (EPUB)
我的幸福婚約. 二/顎木あくみ作; 許
婷婷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50-1 (EPUB)

我依然心繫於你. 2/あまさきみりと
作; Runok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649-5 (EPUB)
妖怪鳴歌錄 Formosa/何敬堯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450-350-6 (全套:平裝)
NT$600
妖怪鳴歌錄 Formosa: 安魂曲/何敬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九歌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0-352-0
(EPUB)

長安驚雲(上下)/風吟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40-1 (EPUB)
長安驚雲. 上/風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139-5 (EPUB)
長安驚雲. 下/風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6-141-8 (EPUB)
夜谷賓館/藍橘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87-0 (EPUB)

我們(還在初戀的島上)/陳玉慧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52-9
(EPUB)

雨洗過的斜陽/絢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
南市 : 長鴻, 11006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00-5601-8 (平裝)
NT$250

我們(還在初戀的島上)/陳玉慧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58-1
(PDF)

虎狼同穴= Tiger and wolf in the same
cave/叶昕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旭儒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671-27 (上冊:平裝) NT$345 .-- ISBN 978986-06671-3-4 (下冊:平裝) NT$345

我欲封天/耳根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384-1 ( 第 36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385-8 (第 37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86-5 (第 38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87-2
(第 3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88-9 (第 40 冊:平裝)
攻略貓系腹黑會長: 幸運配方 99%/
蔚海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長鴻,
11006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00-5600-1 (平裝) NT$230
克蘇魯神話. II, 瘋狂/霍華.菲力普.洛
夫克萊夫特著; 姚向輝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0-8-8 (PDF)
居心不良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19-5 (EPUB)
玩火自焚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18-8 (EPUB)
夜光: 耶穌家譜女性的冒險旅程/程
亦君著 .-- 再版 .-- 新北市 : 程亦君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965-0 (PDF)
宛如阿修羅/向田邦子著; 王蘊潔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28-2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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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神記/宅豬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399-5 ( 第 71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400-8 (第 7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01-5 (第 7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02-2
(第 7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03-9 (第 75 冊:平裝)
青梅竹馬絕對不會輸的戀愛喜劇. 3/
二丸修一作; 鄭人彥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642-6 (EPUB)
刮掉鬍子的我與撿到的女高中生
Each Stories/しめさば作; 鄭人彥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41-9
(EPUB)
孤單一人的異世界攻略 life. 5, 超越
者、死神、自稱最弱/五示正司作;
徐維星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21-1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7222-8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近距離愛上你: HIStory4.小說/夏天晴
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15-2
(PDF)
近距離愛上你: HIStory4.小說/夏天晴
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28-2
(EPUB)
歧義戰爭. 1/湯皓茹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湯皓茹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68-1 (EPUB)
臥龍生武俠經典收藏版/臥龍生著 .-臺北市 : 風雲時代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589-94-3 (全套:平裝)
NT$12800
牧龍師/亂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說
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528-431-2 (第 34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528-464-0 (第 35 冊:平裝)
美人魚的逆襲時代/長堤美女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60-4
(PDF)
咬上你指尖/蘇景閑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墨扉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304-7-3 (上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06304-8-0 ( 下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06304-9-7 (全套:平裝)
NT$660
美少女忍者們窺探老師祕密的結果.
1/鎌池和馬作; 吳欣怡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暮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95-1-4 (EPUB)
重生庶女真好命/阿簌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459-6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60-2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61-9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62-6 (第 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463-3 (第 5 冊:平裝)
若你傾聽: <<82 年生的金智英>>: 作
者趙南柱首部得獎長篇小說/趙南柱
作; 郭靜樺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
位學習, 11005 .-- 約 641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82-0-0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300
飛來災禍/瓅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02-7 (EPUB)
飛來男禍/方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03-4 (EPUB)
革命的那一天: 以虛無主義爆擊現今
民主的戰慄之作/Chuck Palahniuk(恰

克.帕拉尼克)著; 黃鴻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0-022-0 (EPUB)

幽靈. 2/蹀躞烏鴉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10-2 (EPUB)

飛來情禍/莫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04-1 (EPUB)

栗 子 人 / 索 倫 . 史 維 斯 特 拉 普 (Søren
Sveistrup)著; 清揚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奇幻基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50-6-4 (EPUB)

致命替身/李查德(Lee Child)著; 王瑞
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皇冠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3-3745-4 (PDF)
飛來橫禍/凌霄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405-8 (EPUB)
毒郎君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58-393-8 (EPUB)
風流畫師覆面醜男/凌豹姿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158-395-2
(EPUB)
風流樂師/羽宸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01-0 (EPUB)
是啊,確實很可愛呢/刈野ミカタ作;
林憲權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27-3 (第 1 冊:平裝)
侯爺的小寵婢/星雲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455-8 (第 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456-5 (第 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57-2 (第 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58-9
(第 4 冊:平裝)
約翰啓示/黃裕祁作 .-- 初版 .-- 屏東
縣 : 黃裕祁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26-1 (PDF)
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,不知不覺就
練到 LV MAX. 10/森田季節作; 陳冠
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503-9 (PDF)
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,不知不覺就
練到 LV MAX. 10/森田季節作; 陳冠
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530-5 (EPUB)
幽靈. 1/蹀躞烏鴉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09-6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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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失的匿名小說家/亞莉珊卓.安德魯
斯(Alexandra Andrews)著; 張茂芸譯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寂寞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99244-5-0
(EPUB)
埃里人 Aliren/JoezMart 著 .-- 初版 .-臺東縣 : 夏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87-5 (EPUB)
原來我家是魔力點. 5, 只是住在那裡
就變成世界最強/あまうい白一作;
曾柏穎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23-5 (平裝)
夏物語/川上未映子著; 陳嫺若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06-2
(PDF)
夏物語/川上未映子著; 陳嫺若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07-9 (EPUB)
*病屍/力丹著 .-- 臺南市 : 涵集工作
室, 11006 .-- 16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782-7-5 (平裝) NT$280
宰相的弱點/羽宸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406-5 (EPUB)
神童勇者的女僕都是漂亮大姊姊!?.
4/望公太作; 楊采儒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4-638-9 (PDF)
破滅: 案簿錄.浮生. 卷二/護玄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蓋亞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19-582-5
(EPUB)
悍嫂為妻/鈕祜祿甄橘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413-8 (第 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14-5 (第 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15-2
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16-9 (第 4 冊:平裝)

神落帝皇的魔法使/易人北作 .-- 臺
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36-5 (第 2
冊:平裝)

第一神醫/手握寸關尺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985-6 (第 10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15-986-3 (第 1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15-987-0
(第 12 冊:平裝)

婦科男醫. 13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32-1 (EPUB)

荒潮/陳楸帆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8-533-6 (EPUB)

第八位偵探/艾利克斯.帕韋西(Alex
Pavesi)作; 歸也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737-9 (PDF)

婦科男醫. 4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34-5 (EPUB)

起駕,回家/宴平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97-72-9 (PDF)

猛夫拐上床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禾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675-2 (PDF)

哨譜/邱常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73-0 (PDF)

猛夫拐上床/可樂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禾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35-680-6 (EPUB)

哨譜/邱常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86-0 (EPUB)

雪中悍刀行. 第三部. 下/烽火戲諸侯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6-1364 (全套:平裝)

荒潮/陳楸帆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8-498-8 (PDF)

神寵之王/古羲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404-6 ( 第 41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426-8 (第 4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33-6 (第 4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34-3
(第 4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35-0 (第 45 冊:平裝)
神魔書/血紅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88-7 ( 第 10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89-4
(第 1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986-515-990-0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21-2
(第 13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22-9 ( 第 14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23-6
(第 15 冊:平裝) NT$190
從 Lv2 開始開外掛的前勇者候補過
著悠哉異世界生活/鬼ノ城ミヤ作;
陳靖涵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32-7 (第 4 冊:平裝)
第一師兄/言歸正傳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369-8 (第 51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370-4 (第 5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71-1 (第 53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372-8
(第 54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373-5 (第 55 冊:平裝)

第六病房/契訶夫著; 汝龍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50-1 (EPUB)
偷天修羅/左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626-311-036-6 ( 第 25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37-3
(第 26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38-0 ( 第 27 冊 : 平 裝 )
NT$190
都市偷香賊. 14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56-7 (EPUB)
都市偷香賊. 15/雪凡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57-4 (EPUB)
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. 3, 鐵砂之檻/
佐藤真登作; 譚志瑋譯 .-- 臺北市 :
青文, 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3-485-3 (EPUB)
婦科男醫. 10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9-1 (EPUB)
婦科男醫. 11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30-7 (EPUB)
婦科男醫. 12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31-4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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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科男醫. 3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33-8 (EPUB)

婦科男醫. 5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35-2 (EPUB)
婦科男醫. 6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36-9 (EPUB)
婦科男醫. 7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37-6 (EPUB)
婦科男醫. 8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38-3 (EPUB)
婦科男醫. 9/蕭九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39-0 (EPUB)
都是浪浪惹的禍?!/岑文晴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培育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31-0-7 (PDF)
陰界黑幫. 10/Div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春天出版國際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741-353-6 (EPUB)
眾神之誰與爭鋒/典玄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15-998-6 (第 10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986-515-9993 (第 11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
978-626-311-000-7 ( 第 12 冊 : 平 裝 )
NT$190
訟師的詭計/羽宸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407-2 (EPUB)
眾神眷顧的男人/Roy 作; 徐維星譯 .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40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-7225-9 (第 6
冊:平裝)
終將墜入愛河的 Vivi Lane . 6/犬村小
六作; 陳柏安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84-6 (EPUB)

曼斯菲爾德莊園(經典插圖版)/珍.奧
斯汀(Jane Austen)著; 高子梅譯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48-6 (EPUB)
畢業以後/尹異形著; 陳聖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05-3 (EPUB)
被愛狠咬一口的掃把星/東山彰良作;
王靜怡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499-5 (PDF)
被愛狠咬一口的掃把星/東山彰良作;
王靜怡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8-535-0 (EPUB)
笪歆魂/糖翼著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
糖翼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5743-8951-3 (全套:平裝)
終極輪回/今非昔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033-5 ( 第 4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34-2
(第 5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35-9 (第 6 冊:平裝) NT$190
逍遙小散仙. 20/迷男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58-1 (EPUB)
魚龍舞. 卷十四/默默猴作 .-- 初版 .-桃園市 : 未來數位, 11005 .-- 192 面;
19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424-7-8
(平裝) NT$180
聊齋算老幾?這本才是「短篇鬼故事
之王」/黃厚淵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黃厚淵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55-1 (EPUB)
野蠻法國行 /派崔克.德威特(Patrick
deWitt)著; 胡訢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50-5 (EPUB)
野蠻法國行 /派崔克.德威特(Patrick
deWitt)著; 胡訢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56-7 (PDF)
超凡小師叔/情痴小和尚作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429-9 (第 1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41-1 (第 1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66-4
(第 13 冊:平裝)

超大牌男僕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398-3 (EPUB)
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40-4 (第 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69-5
(第 10 冊:平裝)

測凶卜吉/羽宸寰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08-9 (EPUB)

詐屍: 禁忌錄/笭菁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笭菁工作室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3-99-0 (PDF)

復仇之前,先在魔法學園裡開個後宮
吧 !/ 宴 平 樂 作 .-- 臺 北 市 : 東 立 ,
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233-4 (第 1 冊:平裝)

富商奴. 1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11-9 (EPUB)

惡主的賣身契約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 臺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58-392-1 (EPUB)
絕代神主/百里龍蝦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192 面; 19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8-454-1 (第
116 冊:平裝) NT$170
週四謀殺俱樂部/理察.歐斯曼
(Richard Osman)著; 鄭煥昇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臉譜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5-978-5 (EPUB)
無法放棄你的前未婚妻就不行嗎?/
桜目禅斗作; 陳靖涵譯 .-- 臺北市 :
東立, 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231-0 (第 1 冊:平裝)
無法施展魔力的魔術師/高梨ひかる
作; 林星 宇譯 .-- 臺 北市 : 東立,
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26-7228-0 (第 4 冊:平裝)
寒門修仙傳/豬哥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91-7 ( 第 13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92-4
(第 14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 978986-515-993-1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180
堤亞穆帝國物語. 3: 從斷頭台開始,
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/餅月望作;
張凱鈞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74-0
(EPUB)
堤亞穆帝國物語. 4: 從斷頭台開始,
公主重生後的逆轉人生/餅月望作;
張凱鈞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6-0
(EPUB)
超武醫神/步行天下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410-7 (第 7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411-4 (第 8 冊: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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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商奴. 2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12-6 (EPUB)
富商奴. 3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13-3 (EPUB)
最強的魔導士,膝蓋中了一箭之後成
為鄉下的衛兵. 3/えぞぎんぎつね作;
呂郁青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87-7
(EPUB)
鄉野痞醫. 1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06-2 (EPUB)
鄉野痞醫. 10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07-9 (EPUB)
鄉野痞醫. 11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08-6 (EPUB)
鄉野痞醫. 12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09-3 (EPUB)
鄉野痞醫. 13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0-9 (EPUB)
鄉野痞醫. 14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1-6 (EPUB)
鄉野痞醫. 15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2-3 (EPUB)
鄉野痞醫. 16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3-0 (EPUB)
鄉野痞醫. 17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4-7 (EPUB)

鄉野痞醫. 18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5-4 (EPUB)
鄉野痞醫. 19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6-1 (EPUB)
鄉野痞醫. 2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7-8 (EPUB)
鄉野痞醫. 20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8-5 (EPUB)
鄉野痞醫. 21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19-2 (EPUB)
鄉野痞醫. 22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0-8 (EPUB)
鄉野痞醫. 23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1-5 (EPUB)
鄉野痞醫. 3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2-2 (EPUB)
鄉野痞醫. 4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3-9 (EPUB)
鄉野痞醫. 5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4-6 (EPUB)
鄉野痞醫. 6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5-3 (EPUB)
鄉野痞醫. 7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6-0 (EPUB)
鄉野痞醫. 8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7-7 (EPUB)

無夢系列/夜非夜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024-3 ( 第 5 冊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626-311-025-0
(第 6 冊:平裝) NT$250

道祖,我來自地球/烏山雲雨作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冊 .-- ISBN 978-986-528-443-5 (第 24
冊:平裝) NT$170 .-- ISBN 978-986528-467-1 (第 25 冊:平裝) NT$170

黑鳶的聖者. 1/まさみティー作; 賴
詠新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8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490-7
(EPUB)

楚楚/笼中月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旭儒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6671-0-3 ( 上 冊 : 平 裝 ) NT$350 .-ISBN 978-986-06671-1-0 (下冊:平裝)
NT$350

無職轉生: 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.
22/理不尽な孫の手作; 陳柏伸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39-6
(EPUB)
愛上有婦之夫/羽影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417-1 (EPUB)
弒子村/木原音瀨著; 徐欣怡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80-47-6
(EPUB)
聖 女 魔 力 無 所 不 能 . 6/ 橘 由 華 作 ;
Linca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
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4-634-1 (PDF)
愛少女波麗安娜/愛蓮娜.霍奇曼.波
特作; 劉芳玉, 蔡欣芝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好人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75-1-9 (PDF)
愛少女波麗安娜/愛蓮娜.霍奇曼.波
特作; 劉芳玉, 蔡欣芝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好人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75-2-6 (EPUB)
裏世界遠足. 4, 裏世界夜行/宮澤伊
織作; 御門幻流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3-405-1 (EPUB)

鄉野痞醫. 9/蘭亭敘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28-4 (EPUB)

道君/躍千愁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28-419-0 ( 第 71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442-8 (第 72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68-8 (第 73
冊:平裝)

最強贅婿/沉默的糕點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030-4 (第 44 冊:平
裝) NT$180 .-- ISBN 978-626-311-0311 (第 45 冊:平裝) NT$180 .-- ISBN
978-626-311-032-8 ( 第 46 冊 : 平 裝 )
NT$180

聖武時代/道門弟子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626-311-039-7 ( 第 28 冊 : 平 裝 )
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40-3
(第 29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 978626-311-041-0 ( 第 30 冊 : 平 裝 )
NT$1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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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難小廝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396-9 (EPUB)
誤上賊床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58-416-4 (EPUB)
輕小說 電影版哆啦 A 夢: 大雄與新
恐龍/藤子.Ｆ.不二雄原作; 涌井学著;
夜原優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98-6
(EPUB)
蓋世雙諧/三天兩覺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15-900-9 ( 第 9 冊 : 平 裝 )
NT$180 .-- ISBN 978-986-515-901-6
(第 10 冊:平裝) NT$180
夢見星星徹夜未眠/盆栽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陌上商行, 11005 .-- 280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07-1-9
(平裝) NT$380
睡完總裁帶球跑/貞子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76-9 (PDF)
睡完總裁帶球跑/貞子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79-0 (EPUB)
與星火相伴的微光/貓邏作 .-- 臺北
市 : 東立, 11007 .-- 240 面; 19 公分 .-ISBN 978-957-26-7224-2 (第 2 冊:平裝)
睡著的武神. 1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1-1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10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2-8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11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3-5 (EPUB)

睡著的武神. 12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4-2 (EPUB)

睡著的武神. 9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80-2 (EPUB)

睡著的武神. 13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5-9 (EPUB)

福運盈門/迷花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信昌, 11007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53-33-2 (第 1 冊:平裝)
NT$250

睡著的武神. 14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6-6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15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7-3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16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8-0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17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69-7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18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0-3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19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1-0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2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2-7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20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
河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3-4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3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4-1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4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5-8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5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6-5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6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7-2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7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8-9 (EPUB)
睡著的武神. 8/陳苦著 .-- 新北市 : 河
圖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1-79-6 (EPUB)

精靈幻想記. 19, 風之太刀/北山結莉
作; 蕪村譯 .-- 臺北市 : 東立, 11007 .- 240 面; 1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267219-8 (平裝) .-- ISBN 978-957-267220-4 (平裝首刷限定版)
廢土走私商/浮兮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428-2 (第 20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472-5 (第 21 冊:平
裝)
諸天萬界/快餐店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412-1 (第 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430-5 (第 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36-7 (第 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37-4
(第 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38-1 (第 9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528-439-8 (第 10 冊:平裝)
劍仙在此/亂世狂刀 01 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28-425-1 (第 4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47-3 (第 49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45-9
(第 47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46-6 (第 48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528-448-0 ( 第 50 冊 : 平 裝 ) .-ISBN 978-986-528-449-7 (第 51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50-3 (第 52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51-0
(第 53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452-7 (第 54 冊:平裝)
撲克遊戲/夜間飛行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165-8-3 (EPUB)
請你擁抱我的惡夢/兔子說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原創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9-1-0
(EPUB)
賢者大叔的異世界生活日記. 9/寿安
清作; Demi 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654-9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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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明之劍/遠瞳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飛燕文創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515-973-3 ( 第 7 冊 : 平 裝 )
NT$240 .-- ISBN 978-986-515-974-0
(第 8 冊:平裝) NT$240
瘟疫/阿爾貝.卡繆(Albert Camus)著;
吳欣怡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8-551-6 (EPUB)
暴食狂戰士: 唯有我突破了所謂「等
級」的概念. 1/一色一凜作; 陳柏安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36-8 (EPUB)
廢墟的故事/鄧觀傑(Teng Kuan Kiat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雙囍出版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5-1-5 (EPUB)
廢墟的故事/鄧觀傑(Teng Kuan Kiat)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雙囍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5-2-2 (PDF)
錯身為妃/滿城煙火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信昌, 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53-29-5 (上冊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86-0753-30-1 (中冊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31-8
(下冊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0753-32-5 (全套:平裝)
遺忘效應/喬.哈特(Joe Hart)著; 彭臨
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奇幻基地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50-9-5 (EPUB)
機械狂潮/半步滄桑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說頻文化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528-409-1 (第 25 冊:平裝) .-ISBN 978-986-528-427-5 (第 26 冊:平
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32-9 (第 27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28-471-8
(第 28 冊:平裝)
總裁與女秘書/何金珠作 .-- 新北市 :
光輝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2-00-3 (EPUB) NT$195
總裁舔狗日常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77-6 (PDF)
總裁舔狗日常/安祖緹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禾馬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35-678-3 (EPUB)

聲優廣播的幕前幕後. 1, 夕陽與夜澄
掩飾不了?/二月公作; 一杞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47-1
(EPUB)
轉生成女性向遊戲只有毀滅 END 的
壞人大小姐. 9/山口悟作; 霖之助譯 .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3-413-6 (EPUB)
轉生成蜘蛛又怎樣!Ex/馬場翁作; 廖
文彬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640-2 (EPUB)
獵愛的男人/凌豹姿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415-7 (EPUB)
獵夢/Black coffee 著; Yue 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38-8
(EPUB)
獵夢= 사냥: 꿈/Black Coffee 作; Yue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朧月書版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67-0-1 (EPUB)
瓊明神女錄/劍氣長存作 .-- 初版 .-臺中市 : 飛燕文創, 11007 .-- 冊 .-ISBN 978-626-311-001-4 (第 13 冊:平
裝) NT$190 .-- ISBN 978-626-311-0021 (第 14 冊:平裝) NT$190 .-- ISBN
978-626-311-046-5 ( 第 15 冊 : 平 裝 )
NT$200
勸 服 ( 經 典 插 圖 版 )/ 珍 . 奧斯 汀 (Jane
Austen)著; 簡伊婕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好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78-545-5 (EPUB)
獻魚. 中/扶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高寶國際, 11006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06-143-2 (平裝)
獻給柯曼妮奇: <<82 年生的金智英
>>作者趙南柱最強力作/趙南柱作;
郭靜樺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5 .-- 約 434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2-1-7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300
纏上小爹爹/納蘭靜語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信昌, 11007 .-- 冊 .-- ISBN
978-986-0753-37-0 ( 上 卷 : 平 裝 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38-7
(下卷:平裝) NT$250 .-- ISBN 978-9860753-39-4 (全套:平裝)

魔女之旅. 13/白石定規作; 李殷廷
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94-8 (EPUB)
魔法★探險家: 轉生為成人遊戲萬年
男二又怎樣,我要活用遊戲知識自由
生活. 3/入栖作; 陳士晉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655-6 (EPUB)
鶯聲繚亂/若惜兮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信昌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753-34-9 (上卷:平裝) NT$250 .-ISBN 978-986-0753-35-6 (下卷:平裝)
NT$250 .-- ISBN 978-986-0753-36-3
(全套:平裝)
歡迎光臨流放者食堂!. 2: 被最強小
隊放逐的廚師(Lv.99)在鄉下如願以
償開設了冒險者餐廳/君川優樹作;
林孟潔譯 .-- 臺北市 : 青文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3-369-6
(EPUB)
聽雪譜. 5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59-8 (EPUB)
聽雪譜. 6/弄玉著 .-- 新北市 : 河圖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51-60-4 (EPUB)
戀上有夫之婦/羽影著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飛象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58-414-0 (EPUB)
變形記/卡夫卡(Franz Kafka)著; 姬健
梅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029-9 (EPUB)
變形記/法蘭茲.卡夫卡(Franz Kafka)
著; 方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089-5 (EPUB)

0-6 歲潛能開發親子遊戲書: 日本嬰
幼兒發展專家教你掌握成長 6 大階
段,87 個訓練遊戲,全方位培養孩子
10 大能力!/前橋明著; 許郁文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39-3
(PDF)
0-6 歲潛能開發親子遊戲書: 日本嬰
幼兒發展專家教你掌握成長 6 大階
段,87 個訓練遊戲,全方位培養孩子
10 大能力!/前橋明著; 許郁文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40-9
(EPUB)
1-5 歲 藝術感覺統合探索. A, 夏秋/
謝茵寧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克蘭普
文化, 11006 .-- 44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22-1-9 ( 平 裝 )
NT$800
100 個傳家故事: 海底城市/周姚萍,
陳啟淦, 徐國能, 黃秋芳, 湯芝萱, 陳
正治等作; 凌嘉陽, 劉家安, 蔡惠月,
黃千庭, 鄭雯婷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約 45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83-7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20
100 個傳家故事：快樂王子不快樂/
林武憲, 陳木城, 管家琪, 劉思源, 王
文華, 施養慧等作; 劉家安, 蔡惠月,
黃千庭, 姚曉涵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約 45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80-6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20
105 歲針灸大師治癒百病的祕密/金
南洙(김남수)著; 盧鴻金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橡樹林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555-2-0
(EPUB)

變形記/法蘭茲.卡夫卡(Franz Kafka)
著; 方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
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091-8 (PDF)

12 星座大創業家: 全球大品牌的創
業故事、管理理念和行銷策略/紀坪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39-6-2 (PDF)

其他

12 星座大創業家: 全球大品牌的創
業故事、管理理念和行銷策略/紀坪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真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539-7-9 (EPUB)

(漫畫版-小小理財家)我會聰明管理
零用錢: 8 歲開始,影響到 80 歲的金
錢習慣/李錦喜著; 林建豪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08-1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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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年 一遍 新約 讀經 運動 /符明勝編
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基督長老

榮星教會, 11005 .-- 5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36-0-0 (平裝)
2020+1 歐 洲 國 家 盃 觀 戰 專 輯 =
2020+1 UEFA Euro Cup sp/石明謹等
作 .-- 新北市 : 出走文創工作室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40-0-3 (平裝) NT$398
2020 年總統選舉: 新時代的開端/方
淇, 王德育, 吳重禮, 林聰吉, 俞振華,
洪國智, 翁履中, 郭子靖, 陳陸輝, 游
清鑫, 黃紀, 廖崇翰, 蔡佳泓, 鄭夙芬,
蕭怡靖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808-8 (PDF)
2021 年第 10 回村上春樹国際シンポ
ジウム村上春樹文学における「逸
脱」(deviation)国際会議予稿集/曾秋
桂編集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淡大村
上春樹研究中心, 11006 .-- 28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-91-7 (平
裝) NT$400
2021 後疫情 5G 人工智慧世代下觀
光餐旅與海洋休憩發展暨實務見地
國際學術研討會與 2021 旅樂食藝全
國論文競賽論文集/義守大學觀光餐
旅學院作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義守大
學觀光餐旅學院, 11005 .-- 777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56-52-7 (平
裝)
20 秒電梯簡報/小杉樹彥著; 黃怡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33-6 (EPUB)
20 秒電梯簡報/小杉樹彥著; 黃怡菁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34-3 (PDF)
20 道視覺化難題: 提案、簡報、圖
表、讓數據說話、35 個案例現學現
套用,將訊息植入對方心智,讓大家都
聽你的!/劉奕酉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樂園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060-9-8 (EPUB)
21 道翻牆的記憶/何方作 .-- 桃園市 :
何方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946-9 (EPUB)
2 年 一遍 舊約 讀經 運動 /符明勝編
寫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基督長老
榮星教會, 11005 .-- 116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36-1-7 (平裝)

30 歲可以是大人嗎?/金鎭率圖.文;
陳品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79-646-8 (EPUB)
30 歲前一定要搞懂的自己(有隻兔子
封面版)/金惠男著; 蕭素菁譯 .-- 三
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643-7 (EPUB)
95 張拯救世界的綠色地圖/<<科大普
>>雜誌(KATAPULT)著; 黃慧珍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64-5
(EPUB)
<<HIStory4.近距離愛上你>>影像日
誌本/巧克科技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8-852-8 (PDF)
<<HIStory4.近距離愛上你>>影像日
誌本/巧克科技作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
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8-854-2 (EPUB)
<<舊制度與大革命>>導讀/倪玉珍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31-0 (EPUB)
唤醒平信徒: 门徒训练的原理与实际
/玉汉钦作; 金秀炯, 文华译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道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0-374-7 (PDF)
A debate on water/by Jo Wu .-- 1st ed. .- 新竹市 : 吳自若, 11005 .-- 20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69-1 (平
裝) NT$250
A touching journey of love and
healing/author Yi-Ching Huang( 黃 怡
靜), Wen-Chang Cheng(鄭文昌) .-- 初
版 .-- 彰 化 縣 : 可 澄 音 樂 文 創 ,
11006 .-- 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365-3-7 (平裝) NT$300
AI 2041: 預見 10 個未來新世界: 預
見 10 個未來新世界/李開復, 陳楸帆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93-2 (PDF)
AI 2041: 預見 11 個未來新世界: 預
見 10 個未來新世界/李開復, 陳楸帆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92-5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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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 analysis of ephesians and colossians
using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/by TuanCheng Liu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臺灣
東華, 11006 .-- 144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2-64-3 (平裝)
Back to 1919: 畫說臺灣建築文化遺
產 . 新 北 = Taiwan's architectural
heritage.New Taipei/蔡佰祿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科技島管理顧問,
11005 .-- 8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026-8-9 (平裝) NT$800
Bitch!歷史中最美麗叛逆、敢作敢為
的 15 位婊子英雄 /皮埃爾.盧內爾
(Pierre Lunel)著; 克蘿伊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4-71-4 (EPUB)
Catálogo y estudio de leyendas urbanas
en Taiwán/Fernando Darío González
Grueso[作] .-- [二版] .-- 臺中市 : 佳台
書店, 11005 .-- 172 面; 22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805-8-2 (平裝)
Cincuentenario de la salida de Taiwán
de la ONU(1971)/Juan Sanmartín
Bastida, Andrés Herrera Feligreras, Hsu
Chung-mao[作] .-- [初版] .-- 臺中市 :
佳台書店, 11006 .-- 108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7805-9-9 (平裝)
Cloud set: cluster anointing/author
Handmaid of the Lord .-- 高雄市 : 高
雄復文, 11006 .-- 19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376-239-3 ( 平 裝 )
NT$300
Consciousness revolution: welcome to
the earth playground/author Jimmy Wu
著 .-- first ed. .-- 臺北市 : 吳哲銘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886-8 (PDF)
COSPLAY 與我攝影集/楊慕理, 李祉
伶作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大傳系,
11008 .-- 31 面; 15X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58-91-3 (平裝)
CYBERSEC 臺灣資安年鑑. 2021, 資
安絕地大反攻: 新一代主動式資安防
禦概念來了!/王盈勛總主筆; 吳其勳
總 編 輯 .-- 臺 北 市 : 電 週 文 化 ,
11005 .-- 164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43-0-1 (平裝) NT$179
Darente fey: a butcher's tale/author
Bastien de Lestrange .-- 新北市 : The
(Psycho)-Cultural Works, 11005 .-- 44

面; 18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5493-56 (平裝)
English
compass/author
LiveABC
Editorial Staff .-- 1st ed. .-- 臺北市 : 希
伯崙公司, 11006 .-- 168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41-561-8 (平裝)
English
for
successful
presentations/authors Seraphim William
Davidson, Tanya Lin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空中美語文教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5-35-7 (PDF)
Estudio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
en Taiwán/autore Laura Meng-yen Lou,
Ailin Yen, Uriel Alberto Vélez Batista,
Wan-jhen Wu, Javier Caramés Sánchez,
Juan Alfredo Soto, Yun-chi Chang, Hairuo Yu .-- [初版] .-- 臺中市 : 佳台書
店, 11005 .-- 304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7805-7-5 (平裝)
FANCY GREEN ZIHAN WENG 首本
個人寫真/翁子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創笙國際, 11005 .-- 128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0-1-0 (平裝)
NT$980
Fun with grammar/Sherry Pu 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仁, 11006 .-- 68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0-51-4
(第 1 冊:平裝)
Fun with grammar/Mina Hsu, Owen Lin,
Sherry Pu 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何嘉
仁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60-52-1 (第 2 冊:平裝) .-- ISBN 978986-0760-53-8 (第 3 冊:平裝) .-- ISBN
978-986-0760-54-5 (第 4 冊:平裝)
G21: grammar for 21st century
kids/written by Y. H. Mew .-- 臺北市 :
敦煌, 11006 .-- 8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57-606-931-4 (第 3 冊:平裝)
Get ready for English reading and
writing/陳昭蓉著 .-- 臺北市 : 文鶴,
11005 .-- 48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47-938-5 (平裝)
Go for English: food= 全國兒童美語:
食物/全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著 .-臺北市 : 全國文化, 11007 .-- 39 面;
24X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94-13 (平裝附光碟片)
Jaung-Geng Lin's: twelve common
acupoints for acupuncture clinical
use/author Jaung-Geng Lin .-- 1st ed. .--

臺中市 : 中國醫藥大學, 11006 .-- 120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778-728 (平裝) NT$350
Konnektoren zur Textverknüpfung im
deutschen-chinesischen Vergleich: am
Beispiel
wissenschaftlicher
Zeitschriftenaufsätze/劉鴻政作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上林文化, 11005 .-28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61-0-7 (平裝) NT$500

New challenges in tertiary foreign
language teaching: surviving and
thriving in testing times/柯士達(Paolo
Costa)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大
出版社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29-24-5 (PDF)
NEXEN 時 間 之 血 / 謝 春 德 詩 文 . 攝
影 .-- 臺北市 : 謝春德, 11005 .-- 224
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728 (平裝) NT$880

Leap into English(student's book)/陳豫
弘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希伯崙
公司, 11006 .-- 168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441-563-2 (第 1 冊:平裝)

Peter bear plus. book 1/黃淑芬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
教, 11005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05-41-4 (平裝)

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. 入
門篇第七級/Mensa 門薩學會, 羅伯特.
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; 屠建明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3-4
(EPUB)

Peter bear plus. book 2/黃淑芬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
教, 11005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05-42-1 (平裝)

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. 入
門篇第五級/Mensa 門薩學會, 羅伯特.
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; 屠建明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1-0
(EPUB)
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. 入
門篇第六級/Mensa 門薩學會, 羅伯特.
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; 屠建明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2-7
(EPUB)
MENSA 全球最強腦力開發訓練. 入
門篇第四級/Mensa 門薩學會, 羅伯特.
艾倫(Robert Allen)等編; 屠建明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0-3
(EPUB)
MENSA 最強腦力開發智慧題庫: 門
薩官方唯一授權,收錄 180 道精選謎
題!/Mensa 門薩學會, 羅伯特.艾倫
(Robert Allen)等編; 汪若蕙, 屠建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4-1
(EPUB)
New challenges in tertiary foreign
language teaching: surviving and
thriving in testing times/柯士達(Paolo
Costa)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輔大
出版社, 11005 .-- 187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29-23-8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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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ter bear plus. book 3/黃淑芬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賴世雄智網文
教, 11005 .-- 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605-43-8 (平裝)
Poems of international limbo/by Keith
Jon Nipper .-- 高雄市 : Langeweile
Press, 11005 .-- 7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75-0-0 (平裝)
Presentation matters/Richard Hill Davis,
Michael McCollister[作] .-- 1st ed.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1006 .-- 104 面;
27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22-60-5
(平裝)
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FL
teachers: practice and reflection/蔡麗娟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杜威海外教育,
11006 .-- 111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79-20-3 (平裝) NT$540
Reading success/吳季達, 胡學昭, 吳子
芬, 王芸閣, 吳幸玲, 葉語蓁, 洪麗洋,
孟一文, 李宜年, 顧意如, 林雅芬, 張
婉珍, 歐汝君, 洪媖媖, 鐘偉立編輯 .- 1st ed. .-- 臺 北 市 : 臺 灣 東 華 ,
11007 .-- 32 面; 27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22-63-6 (平裝)
R 語言: 量表編製、統計分析與試題
反應理論/陳新豐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96-8 (PDF)
Sense and sensibility( 寂 天 雲 隨 身 聽
APP 版)/original author Jane Austen;
adaptor Michael Robert Bradie .-- 2nd

ed. .-- 臺北市 : 寂天文化, 11006 .-1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0017-9 (25K 平裝)
Sentence master. Book 3, Verbs/written
by Matthew Lee Richey .-- 新竹市 : 娜
伊瑪出版, 11005 .-- 365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287-1-5 (平裝)
Sentence master. Book 3, Verbs (colored
edition)/written by Matthew Lee
Richey .-- 新 竹 市 : 娜 伊 瑪 出 版 ,
11005 .-- 36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287-2-2 (平裝)
Skillful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/陳
盟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
11005 .-- 9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47-939-2 (平裝)
Stay at home/丹風事務所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丹風事務所, 11005 .-- 64
面; 1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57-03 (平裝) NT$159
STS 的緣起與多重建構: 橫看近代科
學的一種編織與打造/傅大為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0-461-0 (EPUB)
Sunny 營養師的 168 斷食餐盤: 掌握
斷食好觀念,選擇 6 大類原型食物
X80 道家常料理,連媽媽、阿媽都瘦
下來的超強必瘦攻略/Sunny 營養師
(黃君聖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7-437-1 (PDF)
Sunny 營養師的 168 斷食餐盤: 掌握
斷食好觀念,選擇 6 大類原型食物
X80 道家常料理,連媽媽、阿媽都瘦
下來的超強必瘦攻略/Sunny 營養師
(黃君聖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7-438-8 (EPUB)

The believer's introduction to prophets
and the prophetic ministry/by Brandon
Brander .-- 屏東縣 : Brandon Brander,
11005 .-- 79 面; 2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890-5 (平裝)
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: a
journey full of laughter and joy/張顥馨
編著 .-- 臺北市 : 智擎數位科技,
11007 .-- 346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8538-2-8 (平裝)
The story of Tzu Chi. volume 1, Jing Si:
the journey begins/writers Qiu Shujuan,
Wang Huiping; translation Dharma as
Water Team, Tzu Chi USA .-- 臺北市 :
慈濟人文, 11005 .-- 436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13-2-5 (平裝)
The surveillance: a collection about the
white terror in Taiwan/author C.J.
Anderson-Wu 吳介禎 .-- 新北市 : 吳
介禎, 11007 .-- 192 面; 17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07-0 ( 平 裝 )
NT$300
TKB 放洋留遊學. 2021/ .-- 臺北市 :
大碩教育, 11005 .-- 152 面; 28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35-92-5 (平裝)
TM6 「 模 」 力 全 開 /Vorwerk
International & Co. KmG.編輯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福維克樂智, 11006 .-144 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0742-8-5 (精裝) NT$860
TOPIK 韓檢(中級)必備單字+文法/雅
典韓研所編著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63-2-0 (PDF)
Up and beyond/勤益科技大學[作] .-1st ed.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華, 11006 .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22-61-2 (第 1
冊:平裝) .-- ISBN 978-986-5522-62-9
(第 2 冊:平裝)

Tales in a shadow/author Boney Lee
Kross .-- 1st ed. .-- 基隆市 : Boney Lee
Kross, 11006 .-- 1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85-1 (平裝)

virtue colours: Refined Black/彭星凱
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恆成紙業,
11006 .-- 160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96-0-3 (精裝) NT$1500

Temas de gramática española para
sinohablantes. 2= 西班牙文語法精選.
2/autor José Miguel Blanco Pena(白士
清); traducción al chino Lee, Jing: Jy(李
靜枝) .-- [第一版] .-- 臺中市 : 佳臺書
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61-0-6 (PDF)

Wee talk! wee play! purple/editorial
director Peggy Huang; illustrated by
Macree, Wing Hsu, P714, Ginar Liu,
Renee Lei .-- 臺北市 : 佳音, 11006 .-88 面; 22X23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48-881-0 (平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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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here 旅遊味: 啡假日旅行/劉建德總
編輯 .-- 新北市 : 捷沛實業, 11005 .-80 面 ; 28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9135-4-6 (平裝) NT$200
Your Man: 俊 junwu185 寫真書/俊作;
藍陳福堂攝影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
灣角川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4-580-1 (EPUB)
ZOO/乙一著; 張筱森譯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獨步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80-71-1 (EPUB)
「音為愛」合唱詞曲創作比賽得獎
作品曲集. 第二屆/李宛庭, 卓綺柔,
陳思安, 陳慧玲, 許以昕, 廖子堂, 潘
國慶, 劉毅, 藍沛琦作曲; 呂雅莉, 卓
綺柔, 洪靖婷, 施憶濃, 高佳妍, 陳偉
勵(陳映瞳), 許以昕, 黃湘君, 楊世玲,
廖子堂, 潘國慶, 蔡德宏, 賴亞琪, 盧
紫萱作詞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北室
內合唱團, 11005 .-- 168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86911-5-5 ( 平 裝 )
NT$900
「這樣安排是為你好!」: 照顧父母
的 25 個盲點/陳乃菁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6-244-7 (EPUB)
「最美五套」質感人生穿搭: 流行預
測師的低管理高時尚法則,小衣櫥就
能讓你美翻了/Emily Liu 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176-3 (EPUB)
「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?」畫冊:
Café de Étoile/Koi 作; 平川遊佐譯 .-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- 120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8566 (平裝)
「請問您今天要來點兔子嗎？」畫
冊: Café du Soleil/Koi 作; 平川遊佐
譯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7 .-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8857-3 (平裝)
一小時的力量: 每天微改變,養大你
的成功因子/艾德莉安.赫伯特
(Adrienne Herbert)著; 若揚其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新樂園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63-2-9 (PDF)
一天 5 分鐘搞定日語會話/雅典日研
所 編 著 .-- 新 北 市 : 雅 典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63-3-7 (PDF)

一公分跳水: 不多不少,在現實中尋
找逃脫恰好一公分的幸福/泰秀
(태수), 文禎(문정)著; 簡郁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31-9
(EPUB)
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6-658-8 (EPUB)

一公分跳水: 不多不少,在現實中尋
找逃脫恰好一公分的幸福/泰秀
(태수), 文禎(문정)著; 簡郁璇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34-0
(PDF)

十大弟子傳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6-84-2 (精裝)

一分鐘隨時做!讓小腹平坦的臀肌伸
展操/Naoko 著; 陳姵君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36-8 (EPUB)
一杯到底!露營杯 72 道料理/蓮池陽
子著; 李亞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幸福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66-4 (PDF)
一杯到底!露營杯 72 道料理/蓮池陽
子著; 李亞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幸福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67-1 (EPUB)
一流的人讀書,都在哪裡畫線?: 菁英
閱讀的深思考技術/土井英司著; 歐
凱寧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687-4 (PDF)
一屍到底的省錢拍攝術: 這樣拍最省!
超低預算電影的幕後製作秘辛全公
開/曽根剛著; 林于楟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69-06-7 (EPUB)
一眼就看穿對方超強讀心術/楚映天
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6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77-4 (平裝) NT$380
一輩子很長,要活出自己的姿態/吳靜
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78-3 (PDF)
一輩子很長，要活出自己的姿態/吳
靜思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66-0 (EPUB)
十二時辰養生法: 揮別痛經,拒絕溜
溜球效應,輕鬆擁有超逆齡健康肌膚,
一本屬於「她」的養生經/馬淑君,
劉金鳳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
八大人覺經十講、法華經大意/星雲
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
出版社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64-2 (精裝)

人生風景/殷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0-360-0 (PDF)
人性的弱點: 暢銷不墜的成功學經典,
向卡內基學習交心溝通術與好感度
人際學/戴爾.卡內基作; 劉開朗讀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約 50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413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20
人性的弱點: 暢銷不墜的成功學經典,
向卡內基學習交心溝通術與好感度
人際學/戴爾.卡內基作; 劉開朗讀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約 50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420 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320
人性照護法入門/本田美和子, 伊凡.
傑內斯特(Yves Gineste), 蘿賽特.馬雷
史考特(Rosette Marescotti)著; 汪佳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23-9-0 (EPUB)
九型人格讀心術: 你是哪一型?了解
個人成長與健全人際關係的九種性
格類型/莉茲.卡佛(Liz Carver), 喬許.
葛林(Josh Green)著; 彭臨桂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本事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121-90-3 (EPUB)
人面桃花: 王丹散文集/王丹作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06-5 (PDF)
人面桃花: 王丹散文集/王丹作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07-2
(EPUB)
人海慈航: 怎樣知道有觀世音菩薩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45-60-4 (精裝)
人骨檔案: 法醫人類學家的鑑識筆記,
解開隱藏在屍骸中的死亡密碼/蘇.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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萊克(Sue Black)著; 陳岳辰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78-2 (PDF)
人間系列. 1, 我不是呷教的和尚/星
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
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45-91-8 (精裝)
人間系列. 2, 我在眾中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2-5 (精裝)
人間佛教序文選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6-767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77-4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6-78-1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6-79-8 (第 4 冊:精裝)
人間佛教佛陀本懷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76-5 (精裝)
人間佛教的戒定慧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77-2 (精裝)
人間佛教書信選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7-153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7-16-0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7-17-7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7-18-4 (第 4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7-19-1 (第 5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20-7 (第 6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21-4
(第 7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22-1 (第 8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7-23-8 (第 9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7-24-5 ( 第 10 冊 : 精 裝 ) .-ISBN 978-986-0787-25-2 (第 1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26-9 (第 12
冊:精裝)
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86-4 (精裝)
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87-1 (精裝)

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. 3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88-8 (精裝)
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. 4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89-5 (精裝)
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. 5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90-1 (精裝)
人間佛教語錄. 1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83-3 (精裝)
人間佛教語錄. 2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84-0 (精裝)
人間佛教語錄. 3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85-7 (精裝)
人間佛教論文集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78-9 (精裝)
人間佛教論文集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79-6 (精裝)
人間佛教論文集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80-2 (精裝)
人間佛教論文集. 4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81-9 (精裝)
人間佛教論文集. 5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82-6 (精裝)

- ISBN 978-986-0786-12-5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13-2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14-9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15-6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16-3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6-17-0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6-18-7 (第 7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6-19-4 (第 8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20-0 (第 9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21-7
(第 10 冊:精裝)
十種幸福之道: 佛說妙慧童女經 勝
鬘經十大受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5-61-1 (精裝)
人際網絡解密: 史丹佛教授重磅分析,
你在人群中的位置,如何決定你的未
來/馬修.傑克森(Matthew O. Jackson)
著; 顏嘉 儀譯 .-- 臺 北市 : 先覺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4-390-7 (EPUB)
女力世代/HerAttitude 臺灣女性創業
支持暨發展協會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沐光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99425-5-3 (EPUB)
大人系女孩の手繪插畫課/Anly 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45-4
(PDF)
大人系女孩の手繪插畫課/Anly 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8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46-1
(EPUB)
大人的床邊故事: 千萬次下載,助你
安定情緒、輕鬆入眠的正念冥想/凱
薩琳.尼可萊(Kathryn Nicolai)著; 陳冠
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181-7 (EPUB)
大人的童話: 她/詹筱帆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8-690-0 (PDF)

人間佛教翻轉生命的故事◎滿穆/著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35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0-3 (精裝)

小王子/安托萬.德.聖-埃克蘇佩里作;
黎家秀朗讀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約 13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039-0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320

人間萬事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

小王子(線上有聲書(MP3))/安托萬.
德.聖-埃克蘇佩里作; 黎家秀朗讀 .-172

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約 130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406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320
大中之治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9-6 (EPUB)
大不列顛小怪癖/讀者太太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54-3
(EPUB)
大不列顛小怪癖/讀者太太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60-4 (PDF)
大不列顛兩千年: 從羅馬行省、日不
落帝國到英國脫歐,王冠下的權力更
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/羅伊.史壯
(Roy Strong)著; 陳建元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71-6 (PDF)
大不列顛兩千年: 從羅馬行省、日不
落帝國到英國脫歐,王冠下的權力更
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/羅伊.史壯
(Roy Strong)著; 陳建元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78-5 (EPUB)
小分裂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1-9 (EPUB)
大井頭畫海報: 顏振發與電影手繪看
板/王振愷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
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8-105-8 (EPUB)
大井頭畫海報: 顏振發與電影手繪看
板/王振愷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
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8-106-5 (PDF)
万民方言圣经音译工具箱(简体使用
说明书)/林泰钟(Jonathan Lin)作 .-- 第
二版 .-- 臺北市 : 華冠拼音書籍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293-7-0 (PDF)
下半身決定你的健康: 養好腰腿腳,
消除 70%身體疾病/洪康遠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2-3-4 (PDF)
下半身決定你的健康: 養好腰腿腳,
消除 70%身體疾病/洪康遠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2-6-5
(EPUB)

女生科學嗎!?/楊慕理, 林子軒, 蔡佩
芳著作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大傳系,
11008 .-- 20 面; 20X2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58-90-6 (平裝附數位影音
光碟)

Poling Sutherlun), 布 蘭 妲 (Brenda
Bertrand)作; 蘇美珍譯 .-- 臺北市 : 臺
灣基督長老婦女事工委員會,
11006 .-- 2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4397-6-3 (平裝)

978-986-06696-2-6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
下半輩子,不再為工作而活: 給厭倦
了生活只剩下工作的你/金江美圖.文;
陳彥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平安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96-21-7 (PDF)

小站也有遠方/劉克襄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131-2 (EPUB)

工程與法律十講/林明鏘, 郭斯傑著 .- 四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85-2 (PDF)

大家的日本語: 小説ミラーさん/横
山悠太著 .-- 第 1 版第 3 刷 .-- 臺北
市 : 大新, 11006 .-- 112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321-208-9 ( 精 裝 )
NT$380

小資 CEO 創業必修課: 低風險、高
幸福感致富術,興趣也能成為獲利/張
譯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33-7 (EPUB)

大家的日本語: 小説ミラーさん. II/
横山悠太著 .-- 第 1 版 .-- 臺北市 : 大
新, 11006 .-- 12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21-209-6 (精裝) NT$380

*大葉大學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.
2021 第 12 屆/謝智玲主編 .-- 初版 .-彰化縣 : 大葉大學教研所, 11005 .-20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257-1-6 (平裝附光碟片) NT$350

千年拉丁美洲: 白銀、刀劍、石頭的
殖民苦難,史上最大文明衝突與種族
文 化 大 滅 絕 / 瑪 利 . 阿 拉 納 (Marie
Arana)著; 楊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74-5 (EPUB)
千年拉丁美洲: 白銀、刀劍、石頭的
殖民苦難,史上最大文明衝突與種族
文 化 大 滅 絕 / 瑪 利 . 阿 拉 納 (Marie
Arana)著; 楊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88-2 (PDF)
千里白骨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8-9 (EPUB)

大師玩色彩: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最受
歡迎的 50 堂配色設計課/理查.梅爾
(Richard Mehl)著; Monica Chen 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37-9
(PDF)

大黑暗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0-2 (EPUB)

工資保護法: 理論與實務/楊通軒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09-5
(PDF)
大數據時代的決策思維: 資料敘事的
起承轉合/何宗武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853-8 (PDF)

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/桑德拉.凱因斯
著; 蕭寶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樹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2-43-3 (PDF)

大師玩色彩: 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最受
歡迎的 50 堂配色設計課/理查.梅爾
(Richard Mehl)著; Monica Chen 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38-6
(EPUB)

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/桑德拉.凱因斯
著; 蕭寶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樹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72-44-0 (EPUB)

大航海時代/李不白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冊 .-- ISBN
978-957-13-9009-3 ( 全 套 : 平 裝 )
NT$980

*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研討會論文集.
2021 年 = Proceedings of 2021
Conference on Small and Medium
Business Management/佛光大學管理
學系編輯 .-- 初版 .-- 宜蘭縣 : 佛光大
學管理系, 11005 .-- 767 面; 30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6629-8-7 (平裝)

三言兩語,把話說到心坎裡!聊天心理
學/吳秀香著; 黃莞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96-19-4 (PDF)

大師許捷芳 鏡頭裡的真善美攝影集/
許捷芳著作 .-- 臺北市 : 立詰企業,
11005 .-- 13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1697-7-6 (平裝) NT$600

火口的二人/白石一文著; 陳系美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新經典圖文傳
播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54-8-5 (PDF)

大東亞寫真年報(2603 年版)/朱家煌
監修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27-8-9 (PDF)

上班就是要練廢活量: 不廢一點怎麼
多上一天班?ㄍㄢˋ意滿滿職場療癒
廢文集/職場來日著; 林坤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, 11004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195-7-7
(EPUB)

天才的思考: 高畑勳與宮崎駿/鈴木
敏夫著; 緋華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新經典圖文傳播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354-6-1 (PDF)

女兒紅/簡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09-6 (EPUB)
山林戀歌: 深緣及水生態文學/黃文
博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深緣及水,
11005 .-- 86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41-0-2 (平裝) NT$400
上 帝 的 應 許 : 我 與 你 同 在 = God's
promise I am with you/蘇雪倫(Amy

女神駕到: 嘉南大圳女神與八田與一
以及伊東哲的奇幻旅程/紀灃酌作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紀灃酌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69-8 (PDF)
小婦人/露意莎.梅.奧爾柯特原作; 林
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06 .-- 約 131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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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(注
音版)/謝耀德作 .-- 臺北市 : 謝耀德,
11006 .-- 236 面; 27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71-4 (經摺裝)
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: 韓國犯罪側寫
師眼中的人性故事/李珍淑著; 龔苡
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5-05-9 (EPUB)

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: 韓國犯罪側寫
師眼中的人性故事/李珍淑著; 龔苡
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5-08-0 (PDF)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37-4
(EPUB)

天天用得到的現代中醫知識與養生
指南/黃子玶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識博管理顧問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35-3-4 (PDF)

日本神話: 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講
座/黃毓倫, 游翔皓, 王文萱, EZ Japan
編輯部著; 田中裕也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95-06-6 (EPUB)

今日旅行中: 短今 Sammie 寫真書/短
今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4-570-2 (PDF)
中 文 真 棒 Textbook. 4= Amazing
Chinese/叶绍苹, 陈立芬, 陆佳, 涂馨
文, 谭咏瑜, 魏黛薇编 .-- 新北市 : 康
軒文教, 11006 .-- 172 面; 28 公分 .-ISBN 978-986-535-909-6 (平裝)
公民/洪明明編著 .-- 二十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三民輔考資訊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2-92-9 (EPUB)
日本文化の圖解小百科/山本素子著;
李佳霖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86-7-7 (EPUB)
中古文學論叢/林文月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0-459-7 (PDF)
日本史!/吉田茂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73-1 (EPUB)
日本史超圖解: 快速掌握日本最關鍵
歷史事件/鈴木旭著; 王榆琮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71-3 (EPUB)
日本名醫的時間養生法,不用刻意改
變也有頂級表現: 最新醫學證實,透
過時間管理、飲食、運動和睡眠來
修正生理時鐘,就能提升工作和學習
的表現。/大塚邦明著; 羅淑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36-7
(PDF)
日本名醫的時間養生法,不用刻意改
變也有頂級表現: 最新醫學證實,透
過時間管理、飲食、運動和睡眠來
修正生理時鐘,就能提升工作和學習
的表現。/大塚邦明著; 羅淑慧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6 .--

五代時代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2-6 (EPUB)

日本神話: Nippon 所藏日語嚴選講
座/黃毓倫, 游翔皓, 王文萱, EZ Japan
編輯部著; 田中裕也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95-09-7 (PDF)
日本神話: 從創世神話到妖怪物語,
奇巧、炫麗的神鬼世界/李潔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漫 遊 者 文 化 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83-3 (EPUB)
日本國民必讀.近代文學三大經典合
輯(人間失格+少爺+羅生門)/夏目漱
石, 太宰治, 芥川龍之介作; 吳季倫,
黃瀞瑤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4-541-6 (PDF)
日本國民必讀.近代文學三大經典合
輯(人間失格+少爺+羅生門)/夏目漱
石, 太宰治, 芥川龍之介作; 吳季倫,
黃瀞瑤譯 .-- 三版 .-- 新北市 : 野人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4-542-3 (EPUB)
日本習俗超圖解: 深植日本人生活的
開運方法/千葉公慈監修; 李佳霖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70-6
(EPUB)
日本製造,世界發燒: 動漫、電玩、
Hello Kitty、2Channel,超越世代的精
緻創新與幻想傳遞/麥特.艾爾特
(Matt Alt)著; 許芳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72-3 (PDF)
日本製造,世界發燒: 動漫、電玩、
Hello Kitty、2Channel,超越世代的精
緻創新與幻想傳遞/麥特.艾爾特
(Matt Alt)著; 許芳菊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85-3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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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暴力政治: 流氓、極道、國家主
義者,影鄉近代日本百年發展的關鍵
因素/英子.丸子.施奈華(Eiko Maruko
Siniawer)著; 游淑峰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44-972-0 (EPUB)
毋甘願的電影史: 曾經,臺灣有個好
萊塢/蘇致亨作; 劉開朗讀 .-- 臺北市 :
春山出版, 11005 .-- 約 264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7-2-6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550 .-- ISBN 978986-06597-3-3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
NT$550
公共政策圖說關聯記憶/高維奇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知識達數位科技,
11005 .-- 2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91-0-7 (平裝) NT$320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10, 現代史. II:
柏林圍牆的倒塌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90-5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10, 現代史. II:
柏林圍牆的倒塌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02-2 (PDF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4, 中古史. I: 查
理曼大帝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91-2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4, 中古史. I: 查
理曼大帝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03-9 (PDF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5, 中古史. II: 十
字軍東征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92-9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5, 中古史. II: 十
字軍東征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04-6 (PDF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6, 文藝復興時
代 米開朗基羅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93-6
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6, 文藝復興時
代 米開朗基羅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05-3
(PDF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7, 近世史. I: 美
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時代/管家琪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5-94-3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7, 近世史. I: 美
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時代/管家琪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06-0 (PDF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8, 近世史. II: 鐵
血宰相俾斯麥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05-95-0
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8, 近世史. II: 鐵
血宰相俾斯麥的時代/管家琪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4-07-7
(PDF)

火來了,快跑/大師兄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406-242-3 (EPUB)
元和中興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3-3 (EPUB)
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君子之
道章第五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5 .-283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635-9-9 (平裝) NT$300
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君子時
中章第四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5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635-7-5 (平裝) NT$300
中和位育: 中庸證釋白話本: 鬼神之
德章第三/ .-- 新北市 : 明德, 11005 .-3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635-8-2 (平裝) NT$300
文物拍賣大典. 2021/魏麗萍, 劉洋名
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術家
庭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057-90-5 (PDF)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9, 現代史. I: 兩
次世界大戰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05-96-7 (EPUB)

天使靈氣療癒入門: 啟動內在的神性
修復本能/黃靖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橡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01-67-2 (EPUB)

少年愛讀世界史. 卷 9, 現代史. I: 兩
次世界大戰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字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784-08-4 (PDF)

月亮下去了. 上/約翰.史坦貝克原作;
林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6 .-- 約 162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2-7-9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50

方言圣经翻译者打字用的 Doc 档案
(简体)/林泰钟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
北市 : 華冠拼音書籍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3-9-4 (PDF)
方言圣经翻译者打字用的 Doc 档案
(英文)/林泰钟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
北市 : 華冠拼音書籍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3-8-7 (PDF)
火車集.貧血集/老舍著 .-- 第一版 .-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43-3 (EPUB)
方言聖經翻譯者打字用的 Doc 檔案
(繁體)/林泰鐘(Jonathan Lin)作 .-- 臺
北市 : 華冠拼音書籍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93-6-3 (PDF)
牛李黨爭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5-7 (EPUB)

月亮下去了. 下/約翰.史坦貝克原作;
林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6 .-- 約 139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2-8-6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50
不疲勞的身體: 治療百萬人「神之手」
的關節伸展操/酒井慎太郎著; 吳羽
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36-2 (EPUB)
比特幣投資全書: 專家教你買賣加密
貨幣 Step by Step/黃泰為, 區塊客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一心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5306-8-2 (EPUB)
六祖壇經講話. 1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51-2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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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祖壇經講話. 2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52-9 (精裝)
六祖壇經講話. 3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53-6 (精裝)
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<<藝術創思
與實踐>>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
集. 2021/洪昌穀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文化大學美術系, 11006 .-- 179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96-3873 (平裝)
中國文化大學國際暨外語學院日本
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. 2021 年:
跨領域學術研究:時間與空間的匯流/
方献洲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致良,
11005 .-- 17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54-08-7 (平裝) NT$400
不做討厭的事情,也能活得很好:
3000 人爭相請吃飯也要聆聽的另類
人生觀/中島太一著; 胡靜佳譯 .-- 臺
北市 : 方智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5-612-7 (EPUB)
中國哲學導論: 從古代哲學至中國佛
學/劉紀璐著; 石啟瑤, 黃映溶, 眾佛
家弟子等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33-4 (EPUB)
內部控制三道防線與裁罰缺失改善:
以壽險公司為例. V 1.0/王怡心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怡星資訊股份有限
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75-2-7 (PDF)
中華文化佛教名詞 名相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0791-02-0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91-03-7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91-04-4 (第 3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91-05-1 (第 4 冊:精裝)
中華民族宗法: 羅盤易理揭秘: 中級
班/陳世賢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
集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71-302-8 (PDF)
分裂尾聲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4-0 (EPUB)

水晶夜/陳慧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60-5 (EPUB)

外流播/邢義田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37-2 (EPUB)

不買房當房東/Tody 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79-6 (EPUB)

今塵集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文
化流播. 卷 1,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
外流播/邢義田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42-6 (PDF)

不買房當房東/Tody 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88-8 (PDF)
中華創新管理學會學術與實務研討
會論文集. 2021 第 10 屆= 2021 CIMI
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Theories &
Applications/朱倖慧總編輯 .-- 第一
版 .-- 臺中市 : 中華創新管理學會,
11005 .-- 70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8551-8-2 (平裝) NT$800
不焦慮的心理課: 心理學博士教你善
用科學方法,消解生活中的不安與混
亂,不再窮忙!/黃揚名, 張琳琳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69-0
(EPUB)
太陽醫生: 更免疫、更年輕、更聰明、
更長壽、更苗條的陽光療法/林慶旺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72-1 (EPUB)

今塵集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文
化流播. 卷 2,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/
邢義田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39-6 (EPUB)
今塵集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文
化流播. 卷 2,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/
邢義田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43-3 (PDF)
今塵集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文
化流播. 卷 3, 簡牘、畫像與傳世文
獻互證/邢義田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40-2 (EPUB)
今塵集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文
化流播. 卷 3, 簡牘、畫像與傳世文
獻互證/邢義田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44-0 (PDF)

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32-4 (PDF)
不辭職,就辭世! (廢療系社畜的 162
個無用反擊)/狸作; Tina 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4-533-1 (EPUB)
圣经和合本= The holy Bible/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聖 經 資 源 中 心 ,
11006 .-- 1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76-5-8 (精裝索引-古典邊
框) .-- ISBN 978-986-06176-6-5 (精裝
皮面索引-古典邊框) .-- ISBN 978986-06176-7-2 (精裝皮面拉鍊索引-古
典邊框)
古人原來這樣過日子. 2: 腦洞超開的
40 則中國歷史冷知識: 從蹲坑必備
品到防偽標識、從社畜打卡到後宮
大型遊戲......學校沒教的古人日常大
搜密/古人很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0-030-5 (EPUB)
四大合協/財團法人印證教育基金會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經典雜誌,
11005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556-29 (全套:精裝) NT$1600

日語檢定考衝刺(六週密集班)/李載
浩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豪風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26-7-7 (PDF)

史丹佛大學的情緒修復運動課: 重塑
大腦,自動產生內源大麻、腦內啡,徹
底解放壓力、人際焦慮和孤獨感/凱
莉.麥高尼格(Kelly McGonigal)著; 劉
奕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言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0-19-6 (EPUB)

中華警政研究學會會刊. 2020 年/許
福生總編輯 .-- 桃園市 : 中華警政研
究學會, 11005 .-- 358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7801-2-4 (平裝)

比瘟疫更重要的是你我身邊的故事/
少女老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3-772-2 (EPUB)

台中私房小旅行/克里斯.李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05-0
(EPUB)

不管孩子,比管孩子還難!: 黑幼龍給
父母的 15 個教養叮嚀(特別收錄)請
問黑老師!關於教養的 10 個 Q&A/黑
幼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發光體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55-4-3 (EPUB)

中學生必讀西遊記/學萌教育工作室
改 編 .-- 新 北 市 : 捷 英 社 文 教 ,
11005 .-- 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3092-8-8 (平裝) NT$240

卡巴迪運動參與者之人格特質、運
動依賴及運動承諾對休閒效益影響
之 研 究 =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
personality traits,exercise dependence
and sport commitment on leisure
benefits-Kabaddi sports team players/林
坤 和 著 .-- 臺 南 市 : 靝 巨 書 局 ,
11004 .-- 9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2134-8-6 (平裝) NT$150

太陽醫生: 更免疫、更年輕、更聰明、
更長壽、更苗條的陽光療法/林慶旺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86-8 (PDF)

不管孩子,比管孩子還難!: 黑幼龍給
父母的 15 個教養叮嚀(特別收錄)請
問黑老師!關於教養的 10 個 Q&A/黑
幼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發光體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855-6-7 (PDF)
今塵集: 秦漢時代的簡牘、畫像與文
化流播. 卷 1,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

分燈弘法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78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740 (精裝)
引導孩子說出內心話,啟發改變的決
心/澤爸(魏瑋志)作 .-- 臺北市 : 如何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6-588-6 (PDF)
不辭職,就辭世! (廢療系社畜的 162
個無用反擊)/狸作; Tina 譯 .-- 初版 .-176

卡內基演講術: 開發自我口才訓練課,
改變億萬讀者命運的暢銷勵志經典/
戴爾.卡內基(Dale Carnegie)著; 賴汶
姍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2-93-7 (EPUB)

白水湖青春曲: 魚販蔡宗傑的跨世紀
回憶錄/蔡宗傑口述; 蔡金鼎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台灣東鯤文史協會,
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79-0-5 (平裝) NT$350
四方雲集: 臺.港.中.新的繪本漫畫文
圖學/衣若芬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138-1 (EPUB)
冬之憶/殷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0-373-0 (PDF)
末日儲藏室/白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17-8 (PDF)
末日儲藏室/白樵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22-2 (EPUB)
只用 10%的薪水,讓全世界的財富都
聽 你 的 / 喬 治 . 山 繆 . 克 雷 森 (George
Samuel Clason)作; 林許迦恆朗讀 .-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6 .-- 約 297
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96-197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194
民主的價碼: 一人一票,「票票等
值」?/茱莉亞.卡熱(Julia Cage)著; 潘
信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95-0 (PDF)
民主的價碼: 一人一票,「票票等
值」?/茱莉亞.卡熱(Julia Cage)著; 潘
信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98-1 (EPUB)

白色說書人與微塵望鄉/詹傑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80-2
(EPUB)
白色說書人與微塵望鄉/詹傑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87-1
(PDF)
北岸二十: 臺灣北岸藝術學會藝術創
作展專輯. 2021= 20th Anniversary of
North Shore/劉鳳儀主編 .-- 臺北市 :
臺灣北岸藝術學會, 11005 .-- 96 面;
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3034-6-1
(平裝)

正念練習/馬修.索科洛夫著; 黃春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7-690-1 (PDF)
正念練習/馬修.索科洛夫著; 黃春華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書坊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7-691-8 (EPUB)
生命饗宴: 三十年,十種產業,屢敗屢
戰的波瀾人生/王志強著 .-- 臺北市 :
王志強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66-7 (EPUB)

未來之憶: 首部曲: 人魔之城/黃志翔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405-8 (EPUB)

生命靈數擂台/陳添賜編著 .-- 初版 .- 高雄市 : 陳添賜, 11008 .-- 352 面;
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42-1
(平裝) NT$420

玄武門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14-5 (EPUB)

外星人傳奇(首部): 不明飛行物與逆
向工程/廖日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57-4 (PDF)

市長的口袋食堂: 阿昌哥 x 基隆咖啡
與甜點/林右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110-6 (EPUB)
市長的口袋食堂: 阿昌哥 x 基隆咖啡
與甜點/林右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111-3 (PDF)
正宗兔奴與注音五兔: 我與網字輩的
生活日誌/注音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布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68-96-2 (EPUB)

民主政黨護台灣/尤清主編 .-- 臺北
市 : 新臺灣發展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522-14-4 (平裝)

生命的躍升: 40 億年演化史上最重
要的 10 大關鍵/尼克.連恩(Nick Lane)
著; 梅苃仁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貓
頭鷹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62-492-0 (PDF)

失 去 愉 悅 的 逾 越 / 盧 建 彰 (Kurt Lu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有鹿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075-6-7 (EPUB)

民事訴訟法文章速覽/薏偉編著 .-四版 .-- 臺北市 : 讀享數位文化,
11006 .-- 4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64-263-2 (平裝) NT$450

白色原味: 小丁日常原創數位寫真/
小丁, Fantasy Factory, 傑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08-4 (PDF)

左拉短篇小說選/埃米爾.左拉原作;
溫慧怡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6 .-- 約 141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2-6-2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50

白色原味: 小丁日常原創數位寫真/
小丁, Fantasy Factory, 傑路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8-520-6 (EPUB)

心理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4-04-0 (PDF)

幼兒園,家庭與社區: 親職教育的規
劃與實施/洪福財, 涂妙如, 翁麗芳,
陳麗真, 蔡春美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177

永恆生命的世界: 死亡後的真實樣貌
/大川隆法著; 幸福科學經典翻譯小
組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幸福科
學出版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28-1-9 (PDF)
生活在經濟中/王玉霞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19-8 (EPUB)
占星自學聖經: 自己的命盤自己解,
了解一切未知的祕密/喬安娜.瑪婷.
沃弗克(Joanna Martine Woolfolk)著;
実瑠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96-10-4 (EPUB)
台 指期 當沖 , 當個 經常 獲利 的傻 瓜
/Queen 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41-1 (PDF)
台 指期 當沖 , 當個 經常 獲利 的傻 瓜
/Queen 怜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
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43-5 (EPUB)
生活應用科學學術研討會. 2021: 健
康生活/劉馨嵐, 陳彥呈, 李慧珊彙
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化大學生應
系, 11005 .-- 7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596-388-0 (平裝) NT$200

世界邊緣的真相: 穿著科學外衣的生
命之書/光子著; 光子譯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好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8-546-2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一, 早期王朝 . 1,
倫敦埃及探險學會/邱建一作 .-- 臺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17-5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一, 早期王朝 . 2,
內克罕的老鷹城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18-2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一, 早期王朝 . 3,
古埃及第一個國王: 納米爾/邱建一
作 .-- 臺 北 市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19-9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七, 古埃及宗教建
築.信仰與生活的中心 . 1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0-5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七, 古埃及宗教建
築.信仰與生活的中心 . 2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1-2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二, 死者之城薩卡
拉.階梯金字塔 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2-9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二, 死者之城薩卡
拉.階梯金字塔 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3-6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八, 征服到世界的
盡頭.新王國 18 王朝. 1/邱建一作 .-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38-0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八, 征服到世界的
盡頭.新王國 18 王朝. 2/邱建一作 .-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39-7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, 新王國的皇室
陵墓.帝王谷與亡靈書. 1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40-3
(EPUB)
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, 新王國的皇室
陵墓.帝王谷與亡靈書. 2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41-0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九, 驚天動地的大
發現.DB320 秘密墓室. 1/邱建一作 .-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32-8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九, 驚天動地的大
發現.DB320 秘密墓室. 2/邱建一作 .-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33-5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一, 圖坦卡門的
那 些 事 .1915-1922 的 挖 掘 . 帝 王 谷
KV62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
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9-42-7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一, 圖坦卡門的
那 些 事 .1915-1922 的 挖 掘 . 帝 王 谷
KV62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
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9-43-4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八, 希臘化的埃
及.解放者托勒密. 1/邱建一作 .-- 臺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50-2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八, 希臘化的埃
及.解放者托勒密. 2/邱建一作 .-- 臺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51-9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七, 亞歷山大在
西瓦綠洲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
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44-1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七, 亞歷山大在
西瓦綠洲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
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45-8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九, 神格化的托
勒密.二主雙神與雙神殿. 1/邱建一
作 .-- 臺 北 市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46-5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九, 神格化的托
勒密.二主雙神與雙神殿. 2/邱建一
作 .-- 臺 北 市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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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47-2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二十, 國際化的托
勒密王朝.世界公民: 菲萊神殿. 1/邱
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34-2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二十, 國際化的托
勒密王朝.世界公民: 菲萊神殿. 2/邱
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35-9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二, 圖坦卡門的
那些事.阿拜杜斯王名表.KV62 的傳
說與謠言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
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48-9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二, 圖坦卡門的
那些事.阿拜杜斯王名表.KV62 的傳
說與謠言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
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49-6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二十一, 托勒密王
朝滅亡.克麗奧佩脫拉七世. 1/邱建一
作 .-- 臺 北 市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36-6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二十一, 托勒密王
朝滅亡.克麗奧佩脫拉七世. 2/邱建一
作 .-- 臺 北 市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37-3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三, 與諸神並列
的法老.19 王朝-拉美西斯二世. 1/邱
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52-6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三, 與諸神並列
的法老.19 王朝-拉美西斯二世. 2/邱
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53-3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六, 丹德拉神殿
與黃道 12 宮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56-4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六, 丹德拉神殿
與黃道 12 宮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
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9-57-1 (EPUB)
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五, 阿布辛貝神
殿.搶救拉美西斯二世. 1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54-0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五, 阿布辛貝神
殿.搶救拉美西斯二世. 2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55-7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四, 遠征到國境
之南.努比亞與阿布辛貝. 1/邱建一
作 .-- 臺 北 市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58-8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十四, 遠征到國境
之南.努比亞與阿布辛貝. 2/邱建一
作 .-- 臺 北 市 : 甦 活 全 球 網 路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9-59-5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三, 從吉薩到麥敦.
吉薩大金字塔 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4-3 (EPUB)

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9-30-4 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四, 從吉薩到麥敦.
法軍的大發現 麥敦金字塔與羅塞塔
村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
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9-31-1 (EPUB)
出埃及記: 陳一夫的詩/陳一夫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55-0
(PDF)
打破情緒框架,世界為你讓路: 從失
控關係中學會對話的力量,幸福終究
會到站/游祥禾原作; 吳文揚朗讀 .-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
280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696-0-2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300
打通靈性覺醒的人體空間通道: 從能
量密室到松果體,轉化高層意識,開啟
宇宙智慧!/謝繡竹著 .-- 臺北市 : 柿
子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6-16-6 (EPUB)
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三, 從吉薩到麥敦.
吉薩大金字塔 . 2/邱建一作 .-- 臺北
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5-0 (EPUB)

包棟民宿拍照打卡吃得好住得美: 又
潔乙丞帶路玩全台/趙又潔, 趙乙丞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8-85-6 (EPUB)
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五, 古王國的首都.
孟斐斯. 希胡普塔. 1/邱建一作 .-- 臺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6-7 (EPUB)

古著改造創意 11 招/吳素莉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
協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57-7-5 (PDF)

古埃及系列講座. 五, 古王國的首都.
孟斐斯. 希胡普塔. 2/邱建一作 .-- 臺
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7-4 (EPUB)

玉琳國師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27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6-859 (精裝)
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六, 鱷魚的故鄉.第
一中間期 法尤姆綠洲. 1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8-1
(EPUB)

犯罪手法系列. 6－刑案偵訊室: FBI
「破案神探」本尊破解連續殺人犯
與獵食者的內心祕密/約翰.道格拉斯
(John E. Douglas), 馬 克 . 歐 爾 薛 克
(Mark Olshaker)著; 吳妍儀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00-8 (EPUB)
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六, 鱷魚的故鄉.第
一中間期 法尤姆綠洲. 2/邱建一作 .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網路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49-29-8
(EPUB)
古埃及系列講座. 四, 從吉薩到麥敦.
法軍的大發現 麥敦金字塔與羅塞塔
村. 1/邱建一作 .-- 臺北市 : 甦活全球

正義之戰: 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
主義/芮納.米德(Rana Mitter)著; 劉維
人, 廖珮杏, 盧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89-5 (PDF)
正義之戰: 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
主義/芮納.米德(Rana Mitter)著; 劉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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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, 廖珮杏, 盧靜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90-1 (EPUB)
失落詞詞典/琵璞.威廉斯(Pip William)
著; 聞若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53-9 (EPUB)
半截英雄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6-4 (EPUB)
主管得了一種好好說話會死的病: 得
罪員工 ing!從批評、命令到激勵,完
美主管的 10 堂說話課/楊仕昇, 尤嶺
嶺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59-5 (EPUB)
主管就要這樣帶團隊: 領導不是非黑
即白,找尋最適當的平衡,極大化你的
團隊戰力/喬可.威林克(Jocko Willink),
萊夫.巴賓(Leif Babin)著; 吳書榆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32-7
(EPUB)
主管就要這樣帶團隊: 領導不是非黑
即白,找尋最適當的平衡,極大化你的
團隊戰力/喬可.威林克(Jocko Willink),
萊夫.巴賓(Leif Babin)著; 吳書榆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46-4 (PDF)
北 歐建築的 自然生活 提案 / 謝宗哲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原點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34-1-9
(EPUB)
古德悟道詩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7-96-2 (精裝)
平衡你的家庭信仰和工作/派特.紀辛
格(Pat Gelsinger)著; 扶逸蕙譯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
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60-9-3 (EPUB)
平衡你的家庭信仰和工作/派特.紀辛
格(Pat Gelsinger)著; 扶逸蕙譯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
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92-1-4 (PDF)
未燒書/楊渡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65-5 (PDF)

未燒書/楊渡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79-2 (EPUB)
母親牌便當/林育靖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九歌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0-349-0 (EPUB)

台灣政經社環論衡文集/王塗發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3790-6-9 (PDF)

版社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62-8 (精裝)
自己的房間/維吉尼亞.吳爾芙
(Virginia Woolf)著; 于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04-5 (EPUB)

主題演說: 當代人心思潮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73-9 (精裝)

台 灣產 業加值 創新 研討會論 文集 .
2021= 2021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
of Taiwan Textile Industry/輔仁大學織
品服裝學系編著 .-- 新北市 : 輔大織
品系, 11005 .-- 30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0-00-0 (光碟片)

加齡的自然療癒力: 33 個五官六感
體驗,啟動植物帶給你奇妙的療癒能
量!/沈瑞琳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38-9 (EPUB)

台灣揚琴好聲音: 揚琴合奏曲集. II/
鐘泉波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台
灣揚琴樂團, 11007 .-- 2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40-1-6 (平裝)
NT$500

向夕陽敬酒: 生命深秋時的智慧筆記
/王浩一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
下文化, 11005 .-- 約 240 分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25-186-4 (線上有聲
書(MP3)) NT$380

甘露法語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91-06-8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07-5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08-2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09-9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91-10-5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91-11-2 (第 6 冊:精裝)

台灣揚琴好聲音: 揚琴合奏曲集. III/
鐘泉波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台
灣揚琴樂團, 11007 .-- 202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240-2-3 (平裝)
NT$500

死亡癱瘓一切的知識/張明志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47-8
(EPUB)

甘露事變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7-1 (EPUB)
台灣 ISP 年鑑. 2020 年/黃勝雄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網路資訊
中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247-1-7 (PDF)
台灣不動產大趨勢: 紅點商圈戰略/
周鶴鳴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8-90-0 (EPUB)
台灣地區大型店鋪總覽. 2021/蘇聖
雄採訪編輯 .-- 臺北市 : 流通快訊雜
誌, 11006 .-- 232 面; 28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5674-8-0 (平裝) NT$1000
台灣的 100 種鄉鎮味道: 四季秘景 X
小村風光 X 當令好食,釀成最動人的
在地真情味(暢銷修訂版)/許傑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01-2
(EPUB)
台灣果物誌(酸用水果): 75 種酸類水
果圖鑑: 橘、柚、橙、檸檬、鳳梨、
枳、黃皮/劉仁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浩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8-697-9 (EPUB)

台灣潛水秘境: 海洋生態環島之旅/
賽門.普利摩(Simon Pridmore)著; 謝
孟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34-8 (EPUB)
台灣擴充: 吳叡人談自由民主/吳叡
人, 林艾德作 .-- 第 1 版 .-- 臺中市 :
臨時動議有限公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80-0-1 (EPUB)
NT$80
好人主管的狡猾管理學/井上和幸著;
劉錦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21-3 (PDF)
好人主管的狡猾管理學/井上和幸著;
劉錦秀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22-0 (EPUB)
有人非死不可/派翠西亞.吉布妮著;
吳宗璘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春天出
版國際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741-352-9 (EPUB)
在人間自在修行: 八識講話 阿含經
與人間佛教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5-58-1 (精裝)
在人間歡喜修行: 維摩詰經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
180

自己的房間/維吉尼亞.吳爾芙
(Virginia Woolf)著; 于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105-2 (PDF)

多少才夠?: 從賺錢、花錢到持續累
積財富的致富思維,帶你擺脫窮忙、
不受市場情緒左右,建立聚焦自我的
財務計畫/艾倫.艾貝(Arun Abey), 安
德魯.福特(Andrew Ford)著; 劉凱平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686-7 (PDF)
伊比利火腿的一切: 從產地、氣候、
小農文化深入了解道地的伊比利火
腿迷人之處和完美飲食搭配/陳又瑜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6-3-1
(PDF)
伊比利火腿的一切: 從產地、氣候、
小農文化深入了解道地的伊比利火
腿迷人之處和完美飲食搭配/陳又瑜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奇光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06-4-8
(EPUB)
安心租: 房東房客租房問題全破解!/
賣厝阿明著 .-- 1 版 .-- 臺中市 : 彩酷
行銷工作室, 11004 .-- 12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46-0-8 (平裝)
NT$349
西方憑什麼進步? 自由、科學、資
本主義與理性神學/羅德尼.斯塔克
(Rodney Stark)著; 蔡至哲譯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97-5 (PDF)

西方憑什麼進步?自由、科學、資本
主義與理性神學/羅德尼.斯塔克
( Rodney Stark)著; 蔡至哲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24-99-9
(EPUB)

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88-0 (精裝)

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1-16-2 (PDF)

百年佛緣. 4, 社緣篇. 2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89-7 (精裝)

自 私 的 藝 術 / 大 衛 . 西 伯 里 (David
Seabury)著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
北市 : 大牌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1-17-9 (EPUB)

在世之日: 一個基督徒對生死的思索
/陳南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90-4-9 (EPUB)

百年佛緣. 5, 文教篇. 1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0-3 (精裝)

如何管理倉庫/黃憲仁編著 .-- 增訂
十版 .-- 臺北市 : 憲業企管, 11006 .-36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69099-3 (平裝) NT$450

吐司的基礎: 最簡單,卻最難做得好!
從發酵、烘焙、口味到應用,在家做
出「比外面賣的還好吃!」的理想吐
司/李美榮著; 張雅眉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臺灣廣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30-499-1 (EPUB)

百年佛緣. 6, 文教篇. 2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1-0 (精裝)

如何擬訂個別化教育計畫: 從特殊教
育課程導入/林素貞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心理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44-05-7 (PDF)

百年佛緣. 7, 僧信篇. 1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2-7 (精裝)

她的一生. 上/居伊.德.莫泊桑原作;
林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6 .-- 約 24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96-8-8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50

自以為在: 衝動: 創作心理動力. 第二
部/劉錫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182-4 (EPUB)
旨永神遙明小品/吳承學著 .-- 初版 .- 新竹縣 : 如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6-58-2 (EPUB)
自由新鎮 1.5 舞台劇劇本書: 戀愛之
神與祂的背叛者們/林孟寰原作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4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29-0
(EPUB)
百年佛緣. 1, 生活篇. 1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86-6 (精裝)
百年佛緣. 10, 道場篇. 2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5-8 (精裝)
百年佛緣. 11, 行佛篇. 1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6-5 (精裝)

百年佛緣. 8, 僧信篇. 2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3-4 (精裝)
百年佛緣. 9, 道場篇. 1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4-1 (精裝)
百年佛緣精彩照片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5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7-81-8 (精裝)
自灰燼中綻放: 一場名為八仙塵燃的
震撼教育/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編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66-2 (PDF)
自灰燼中綻放: 一場名為八仙塵燃的
震撼教育/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編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80-8
(EPUB)

百年佛緣. 12, 行佛篇. 2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97-2 (精裝)

吃佛: 從一座城市,窺見西藏的劫難
與 求 生 / 芭 芭 拉 . 德 米 克 (Barbara
Demick)著; 洪慧芳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004-6 (EPUB)

百年佛緣. 2, 生活篇. 2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87-3 (精裝)

成巫之道: 一個漢人巫師的天命追尋
之路。/阿尼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海穹文化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986-06674-1-7 (全套:平裝)

百年佛緣. 3, 社緣篇. 1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
自 私 的 藝 術 / 大 衛 . 西 伯 里 (David
Seabury)著; 李祐寧譯 .-- 二版 .--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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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一生. 下/居伊.德.莫泊桑原作;
林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6 .-- 約 24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02-0-2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50
她的一生. 中/居伊.德.莫泊桑原作;
林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6 .-- 約 24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96-9-5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50
再來一點.懶人瑜伽. 2: (漫畫解剖)全
新 21 式!懶懶做就超有效的宅瑜伽,
拯救自律神經失調/崎田美菜著; 劉
亭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9-486-4 (EPUB)
在長大之前,紀錄片 1819 拍攝紀實/
陳毅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8-80-1 (PDF)
好命整理/廖文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97-4 (PDF)
好命整理/廖文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00-0 (EPUB)
各界人士看佛光山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7-689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7-69-6 (第 2 冊:精裝)

成為西蒙波娃/凱特.寇克派翠(Kate
Kirkpatrick)作, 張葳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衛城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18-2-9 (EPUB)
成為西蒙波娃/凱特.寇克派翠(Kate
Kirkpatrick)作; 張葳譯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衛城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18-3-6 (PDF)
成為男人的方法/沈信宏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寶瓶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06-245-4 (EPUB)
成為洞穴/川貝母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塊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77-06-2 (EPUB)
如是說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86-53-8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54-5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55-2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56-9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57-6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6-58-3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6-59-0 (第 7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6-60-6 (第 8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61-3 (第 9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62-0
(第 10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63-7 (第 11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6-64-4 (第 12 冊:精裝)
名家看百年佛緣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1-27-3 (精裝)
收納要輕鬆,就要做對裝潢: 做好空
間規劃、櫃設計,收納一次到位/漂亮
家居編輯部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浩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8-696-2 (EPUB)
西夏旅館/駱以軍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18-8 (EPUB)
名家閱讀大師作品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91-242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91-26-6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91-25-9 (第 2 冊:精裝)
好問: 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/
特雷.高迪(Trey Gowdy)著; 陳珮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13-3-1 (PDF)

面 ; 21X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4670-7-0 (平裝) NT$500

好問: 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/
特雷.高迪(Trey Gowdy)著; 陳珮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堡壘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13-4-8 (EPUB)

合掌人生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50-7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51-4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52-1
(第 3 冊:精裝)

共情: 好的親子關係勝過一切教育/
臨界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6-21-1 (EPUB)
全球弘法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99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801 (精裝)
全國美容科學研討會論文集. 2021=
2021 National Conference Symposium
Proceedings of Science Beauty/龍明有
總編輯 .-- 新竹縣 : 明新科大時尚造
型與設計系, 11006 .-- 15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78-1-6 (平裝)
NT$700
江都政變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6-8 (EPUB)
全國商管論文研討會暨論文競賽論
文摘要集. 2021= 2021 Business and
Management Conference and thesis
competition/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
系編輯 .-- 初版 .-- 桃園市 : 龍華科大
企管系, 11006 .-- 120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56-0-4 (平裝)
全國資訊安全會議大會手冊. 第三十
一 屆 = Cryptology and Information
Security Conference 2021/ 紀 博 文 編
輯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資訊安全學會,
11005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84377-7-7 (平裝)
色彩新論: 從心理設計到科學應用/
魏碩廷, 陳鴻興, 徐明景, 李文淵, 謝
翠如, 吳瑞卿, 孫沛立合著 .-- 三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90-6 (PDF)
全球傳播政策: 從傳統媒介到互聯網
/徐培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
文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6-20-4 (EPUB)
全 國學 生攝影 比賽 得獎作品 特刊 .
2021/孫銘德, 江季凌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中華攝影學會, 11006 .-- 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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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湖在哪裡?: 台灣農業觀察/吳音寧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452-2 (EPUB)
成就的秘訣: 金剛經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56-7 (精裝)
休閒美學: 屬於您個人的旅遊塗鴉筆
記/許軒, 曾文永作 .-- 一版 .-- 臺北
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2-780-7 (PDF)
自 然 資 本 議 定 書 /Natural Capital
Coalition 原作; 吳文雅, 莫冬立, 張凱
評, 翁儷嘉, 宋彥霆譯 .-- 臺北市 : 企
業永續發展協會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9317-26-9 (PDF)
企業鬥魂 KYOCERA: 一生懸命!稻
盛和夫的京瓷心法/宋希玉, 張鶴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60-1 (EPUB)
企業管理: 實務個案分析/戴國良
著 .-- 七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83-8
(PDF)
全新繪製線稿,絕對值得珍藏!中村明
日美子著色繪圖集/中村明日美子著;
呂郁青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7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65-8 (平裝)
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
論文集. 2021= The 2021 Conference on
Enterprise
Competitiveness
&
Management/裴文, 馬恆等編 .-- 新竹
市 : 中華大學管理學院, 11005 .-- 558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422-331 (平裝)
托爾斯泰短篇作品選. 2/列夫.托爾斯
泰原作; 翁曼寧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
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261 分面;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2-2-4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
光影之美. 2: 探索閃燈的無限可能
/Joe McNally 作; 胡為君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02-827-5 (PDF)
有趣到睡不著的天文學: 黑洞的真面
目是什麼?/縣秀彥著; 鄭曉蘭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快樂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339-5-5
(EPUB)
同體共生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287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771 (精裝)
你,很好: 接受过去的你,喜欢现在的
自己/艾尔文作 .-- 新北市 : 大眾國際
書局, 11007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61-02-3 (平裝)
你,就是改變的起點/羅煒茜(Paris Lo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65-3 (EPUB)
你,就是改變的起點/羅煒茜(Paris Lo)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8975-2 (PDF)
男人囧事: 這事,那事,都是我朋友的
事兒/王蓉, 王偉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10-9 (EPUB)
我也有少女心/張裴倢著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57-9-9 (PDF)
每日一文宗教日曆/黃志賢總編輯 .-臺北市 : 道觀, 11008 .-- 392 面; 26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0-5-0 (精裝)
沒心沒肺,你可以更快樂: 抱怨是生
活的鹽,一點點就足夠/王薇華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63-2 (EPUB)
走出一條不平凡的領導之路: 黑幼龍
是如何做到的/黑幼龍作; 謝其濬採
訪整理; 吳柏陞朗讀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發光體, 11004 .-- 約 36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855-7-4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360

我叫汪足女: 歌樸灘的冷暖人間/汪
足女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8-63-5 (PDF)
我用波段投資法,4 年賺 4000 萬: 買
在 低點 、賣在 高點 , 賺 價差 的獲 利
SOP/陳詩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452-4 (EPUB)
我用波段投資法,4 年賺 4000 萬: 買
在 低點 、賣在 高點 , 賺 價差 的獲 利
SOP/陳詩慧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453-1 (PDF)
走出青春夢想路: 小夢想、大素養/
張筑貽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
國公益藝術家協會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57-8-2 (PDF)
我在.瑞芳學/施岑宜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51-2 (EPUB)
我在.瑞芳學/施岑宜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57-4 (PDF)
佛光山清規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87-70-2 (第 1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71-9
(第 2 冊:精裝)
佛光山開山故事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65-8 (精裝)
佛光山新春告白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7-665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7-67-2 (第 2 冊:精裝)
沒有名字的那座山/山女孩(Kit)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36-7
(EPUB)
快吃快拌麵: 用現成調味料快速做出
油香、醬香、素食、異國風味乾拌
麵/駱進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
福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69-5 (EPUB)
快吃快拌麵: 用現成調味料快速做出
油香、醬香、素食、異國風味乾拌
麵/駱進漢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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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6-71-8 (PDF)
找回妳的生理時鐘: 順著 28 天超晝
夜節律來保養,解決 99%女性都有的
問題/艾莉莎.維蒂(Alisa Vitti)著; 蔣
馨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6-146-3 (EPUB)
佛光祈願文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7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6-69-9 (精裝)
佛光祖庭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265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733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1, 佛法僧三寶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21-0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10, 宗教概說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0-2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11, 佛光學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1-9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12, 佛教作品選錄/星雲
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
出版社, 11008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32-6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2, 佛教的真理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22-7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3, 菩薩行證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23-4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4, 佛教史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24-1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5, 宗教概論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25-8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6, 實用佛教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
社, 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26-5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7, 佛教常識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27-2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8, 佛教與世學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28-9 (精裝)
佛光教科書. 9, 佛教問題探討/星雲
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
出版社, 11008 .-- 2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29-6 (精裝)
佛光菜根譚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86-65-1 (第 1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66-8
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67-5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68-2 (第 4 冊:精裝)
佛光菜根譚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87-82-5 (第 1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83-2
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84-9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7-85-6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7-86-3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7-87-0 (第 6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7-88-7 (第 7 冊:精裝)
佛光普照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417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726 (精裝)
你多厲害,真的沒人在乎: 沒有知心
好友、超容易被討厭?就是因為你太
囂張!/林庭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61-8 (EPUB)
走吧!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: 創造有
意義人生的 7 分鐘微行動/艾莉森.路
易斯(Allyson Lewis)著; 顏和正譯 .-第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天 下 雜 誌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690-4 (PDF)
批判性寫作: 西洋文史閱讀素養/傑
西.利伯曼(Jesse Liebman)著; 丁宥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5-07-3 (EPUB)

批判性寫作: 西洋文史閱讀素養/傑
西.利伯曼(Jesse Liebman)著; 丁宥榆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5-10-3 (PDF)
告別玻璃心的 13 件事/艾美.莫林
(Amy Morin)著; 洪慧芳譯 .-- 二版 .-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8990-9-3 (EPUB)
步步為贏: 超前部署你的下五步,學
習億萬富翁企業家的致勝謀略/派崔
克.貝大衛(Patrick Bet: David)著; 陳映
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90-1 (EPUB)
步步為贏: 超前部署你的下五步,學
習億萬富翁企業家的致勝謀略/派崔
克.貝大衛(Patrick Bet: David)著; 陳映
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92-5 (PDF)
告別智力衰退的大腦活化術/林錦堂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7-00-0 (EPUB)
找到人生中最重要的 7 個人/李維文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25-8-2 (PDF)
你的人生使用說明書: 人類圖第一階
課程學生手冊)= Living your design:
student manual/拉.烏盧.胡(Ra Uru Hu),
鈴達.布乃爾(Lynda Bunnell)作; 喬宜
思(Joyce Huang)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亞洲人類圖顧問, 11005 .-- 256 面; 26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0608-4-4 (平
裝) NT$2000
你並非一無所有/萬特特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62-6 (PDF)
你並非一無所有/萬特特著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36-63-3 (EPUB)
我所看到的前世今生: 奇幻的靈性修
行旅程/夏晟珮編著 .-- 1 版 .-- 雲林
縣 : 夏晟珮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
978-957-43-8952-0
(EPUB)
NT$350
佛法真義. 1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184

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5-66-6 (精裝)
佛法真義. 2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5-67-3 (精裝)
佛法真義. 3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5-68-0 (精裝)
吳承恩與<<西遊記>>/高桂惠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95-1 (PDF)
我的第一本日語文法: 一看就懂的日
語文法入門書,適用完全初學、從零
開始的日語文法學習者!/五十嵐幸子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國際學村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4-161-4 (PDF)
決定健康的 999 個細節/張雪松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96-0 (EPUB)
宋明理學: 形而上學、心靈與道德/
劉紀璐著; 江求流, 劉紀璐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35-8 (EPUB)
宋明理學: 形而上學、心靈與道德/
劉紀璐著; 江求流, 劉紀璐譯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47-1 (PDF)
佛法滿人間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5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5-75-8 (精裝)
你的貓: 完整探索從幼貓、成貓到中
老年貓的照顧,照著這樣做,讓愛貓活
得健康、幸福、長壽!每一位貓奴及
獸醫的必備經典指南!/伊莉莎白.哈
吉肯斯(Elizabeth M. Hodgkins)著; 謝
凱特(aka 酒鬼)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自由之丘文創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05-1-8 (EPUB)
你的貓: 完整探索從幼貓、成貓到中
老年貓的照顧,照著這樣做,讓愛貓活
得健康、幸福、長壽!每一位貓奴及
獸醫的必備經典指南!/伊莉莎白.哈
吉肯斯(Elizabeth M. Hodgkins)著; 謝
凱特(aka 酒鬼)譯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
自由之丘文創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05-2-5 (PDF)
我的奮鬥. 2, 戀愛中的男人/卡爾.奧
韋.克瑙斯高(Karl Ove Knausgård)著;
康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968-5 (PDF)
我的奮鬥. 2, 戀愛中的男人/卡爾.奧
韋.克瑙斯高(Karl Ove Knausgård)著;
康慨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59-971-5 (EPUB)
那些韓劇教我的事: 韓國最受歡迎劇
評家帶你領略 42 部經典韓劇,體驗
1000 小時的人生精華/鄭德賢著; 葛
瑞絲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95-8-4 (EPUB)
李春男自傳回憶錄/李春男著作 .-初版 .-- 宜蘭縣 : 李春男, 11006 .-15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931-5 (精裝)
冷便當聖經/林育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16-1 (PDF)
冷便當聖經/林育嫺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20-8 (EPUB)
抗氧化芝麻飲食奇蹟: 東大醫生傳授
的超級食物,一天一匙,兩週身體指數
降 5 歲!一次學會抗糖、抗病又抗老
的 6 種芝麻粉 X46 道活用料理,吃出
健康與年輕!/伊藤明子著; 張郁萱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蘋果屋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95-6-0 (EPUB)
我們可以選擇的未來: 拯救氣候危機
/克莉絲緹亞娜.菲格雷斯(Christiana
Figueres), 湯姆.里維特-卡納克(Tom
Rivett-Carnac)著; 林俊宏譯 .-- 一版 .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5-183-3 (PDF)
我們可以選擇的未來: 拯救氣候危機
/克莉絲緹亞娜.菲格雷斯(Christiana
Figueres), 湯姆.里維特-卡納克(Tom
Rivett-Carnac)著; 林俊宏譯 .-- 第一
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84-0 (EPUB)

你原來這麼聰明: 探案遊戲大全/張
祥斌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6-27-3 (EPUB)

佛教管理學. 1, 經典系列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69-7 (精裝)

你真的會吃藥嗎?吃藥三分毒: 不聽
信偏方、不自己當醫師、不當領藥
魔人/馬淑君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62-5 (EPUB)

佛教管理學. 2, 叢林系列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70-3 (精裝)

佛教成語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7-89-4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90-0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91-7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92-4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7-93-1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7-94-8 (第 6 冊:精裝)
你做的檢查、治療都是必要的嗎?:
小心!過度的醫療行為,反而嚴重傷害
你的健康!/江守山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方舟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72-7-2 (PDF)
你做的檢查、治療都是必要的嗎?:
小心!過度的醫療行為,反而嚴重傷害
你的健康!/江守山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方舟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72-8-9 (EPUB)
*佛教海線絲綢之路: 新媒體藝術特
展= Buddhist Maritime Silk Road: New
Media Art Exhibition/如常法師, 路易
斯.蘭卡斯特(Lewis Lancaster), 邵志飛,
莎拉.肯德丁(Sarah Kenderdine)主編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人間文教基金會,
11005 .-- 32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115-1-4 (平裝)
我國創新實驗示範場域的實踐與課
題研析/吳松澤, 陳奕伶, 簡國明, 洪
藝旻, 黃永慧, 許瑛璇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619-305-7 (PDF)
抒 情傳統論 與中國文 學史 / 陳國球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01-7 (EPUB)
抒 情傳統論 與中國文 學史 / 陳國球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19-2 (PDF)
185

佛教管理學. 3, 弘法系列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71-0 (精裝)
佛教管理學. 4, 兩岸系列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72-7 (精裝)
佛教管理學. 5, 兩岸系列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73-4 (精裝)
佛教對聯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7-99-3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00-6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01-3
(第 3 冊:精裝)
佛教叢書. 1, 教理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3-2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0, 弟子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2-9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1, 教史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3-6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2, 教史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2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4-3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3, 教史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5-0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4, 教史. 4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6-7 (精裝)

佛教叢書. 15, 宗派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7-4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6, 宗派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8-1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7, 宗派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9-8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8, 儀制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0-4 (精裝)
佛教叢書. 19, 儀制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1-1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, 教理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4-9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0, 儀制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4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2-8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1, 教用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3-5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2, 教用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4-2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3, 教用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5-9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4, 藝文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6-6 (精裝)

11008 .-- 2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8-0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7, 人間佛教. 1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9-7 (精裝)
佛教叢書. 28, 人間佛教. 2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20-3 (精裝)

那個酷錢錢/文子文雄作; 林詠純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9054-97-3 (PDF)
我跟你是一樣的嗎?: 教學手冊(13-18
個月)/廖婉真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 新北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
11006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47-5-4 (平裝)

佛教叢書. 3, 經典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5-6 (精裝)

走過道謝、道歉,可以無憾道愛、道
別: 我在電影中看見的老年照顧與安
寧療護/朱為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42-3 (EPUB)

佛教叢書. 4, 經典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6-3 (精裝)

我愛鬱金香攝影集/郭英雄著 .-- 一
版 .-- 新北市 : 郭英雄, 11006 .-- 100
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958-2 (平裝) NT$600

佛教叢書. 5, 經典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7-0 (精裝)

私廚女王 Irene 的快速料理. 2/私廚
女王(Irene)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8-500-8 (PDF)

佛教叢書. 6, 佛陀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8-7 (精裝)

私廚女王 Irene 的快速料理. 2/私廚
女王(Irene)著 .-- 1 版 .-- 臺北市 : 尖
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8-526-8 (EPUB)

佛教叢書. 7, 佛陀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99-4 (精裝)

我輩中人: 寫給中年人的情書/張曼
娟作.朗讀 .-- 臺北市 : 遠見天下文化,
11005 .-- 約 35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25-198-7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400

佛教叢書. 8, 弟子. 1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4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0-5 (精裝)
佛教叢書. 9, 弟子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01-2 (精裝)
志賀直哉集/志賀直哉原作; 陳子竹
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06 .-- 約 8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82-4-8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
佛教叢書. 25, 藝文. 2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3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17-3 (精裝)

狂喜書寫: 述說你的故事並轉化人生
的 7 個步驟/黛安娜.拉布(Diana Raab)
著; 林銘慧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
雨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27-292-3 (EPUB)

佛教叢書. 26, 藝文. 3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
我最喜歡上班了: 風靡日本的社畜廢
文高級酸!抱歉了尊嚴,但我真的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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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樂錢商/本田健(Ken Honda)著; 張
婷婷譯 .-- 第一版 .-- 新北市 : 星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03-3-8 (EPUB)
沉澱的不只是記憶/李謨清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32-7
(EPUB)
吞嚥困難照護實用套書/王思迅總編
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6627-57 (全套:平裝) NT$550
希臘神話/翁曼寧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
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124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82-9-3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
改變人生的大腦鍛鍊: 日本腦科學博
士親授活化腦島皮質 6 大法則,教你
用意念扭轉命運/岩崎一郎著; 許郁

文, 林佩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
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289-568-9 (EPUB)
改變世界史的 12 種新材料: 從鐵器
時代到未來超材料,從物質科學觀點
看歷史如何轉變/佐藤健太郎著; 郭
清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035-0 (EPUB)
改變成真: 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
心理,從心擁抱改變/約拿.博格(Jonah
Berger)著; 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05-5 (PDF)
改變成真: 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
心理,從心擁抱改變/約拿.博格(Jonah
Berger)著; 許恬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08-6 (EPUB)
身體喜歡這樣工作: 日本醫學權威日
日實踐的身體使用祕訣,讓你從此不
瞎忙、不加班、不倦怠,提升工作效
率!/小林弘幸著; 李友君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9-5-2 (EPUB)

明公啟示錄: 解密維摩詰經的大乘佛
教實踐道. 一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568-98-6 (EPUB)
明公啟示錄: 解密禪宗心法: <<六祖
壇經>>般若品之五/范明公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81-8
(EPUB)
金玉滿堂. 1, 佛光菜根譚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43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44-9 (精裝)
金玉滿堂. 10, 法相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53-1 (精裝)
金玉滿堂. 2, 星雲說偈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45-6 (精裝)
金玉滿堂. 3, 人間萬事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46-3 (精裝)

阿川家的危險餐桌/阿川佐和子著;
邱香凝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可孛
羅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7-09-4 (EPUB)

金玉滿堂. 4, 佛光山名家百人碑牆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85-47-0 (精裝)

庚子臺灣書法年展作品集/柯有澤執
行主編 .-- 臺北市 : 中華書學會,
11005 .-- 2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816-2-9 (平裝)

金玉滿堂. 5, 星雲法語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48-7 (精裝)

明天吃什麼: AI 農地、3D 列印食物、
培養肉、無剩食運動…...到全球食
物生產最前線,看科學家、農人、環
保人士在無可避免的氣候災難下,如
何為人類找到糧食永續的出路/亞曼
達.利特(Amanda Little)著; 王翎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53-2 (PDF)

金玉滿堂. 6, 佛光祈願文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49-4 (精裝)

明公啟示錄: 帝王管理學與孝道文化:
<<孝經>>. 一/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68-84-9 (PDF)
明公啟示錄: 范明公的易占玄機. 一/
范明公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68-99-3 (EPUB)

金玉滿堂. 7, 古今譚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50-0 (精裝)
金玉滿堂. 8, 禪話禪畫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51-7 (精裝)
金玉滿堂. 9, 人間音緣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52-4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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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田聰如是說: 從天才程式設計師到
遊戲公司社長,任天堂中興之主傳奇
的一生。/Hobo Nikkan Itoi Shinbun 編;
曾瀞玉, 高詹燦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臺灣東販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4-644-3 (EPUB)
夜行性動物/徐珮芬作.朗讀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, 11005 .-- 約 6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70-5 (線上
有聲書(MP3))
社交恐懼症不孤單生存指南/克萊兒.
伊斯特姆(Claire Eastham)著; 黃佳瑜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漫遊者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77-2 (EPUB)
所有境遇都有福報: 通往豐足喜樂的
大智慧,這世上沒有真正的地獄!/詹
姆斯.艾倫(James Allen)著; 林許迦恆
朗讀 .-- 臺北市 : 柿子文化, 11005 .-約 15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96-18-0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195
空谷幽蘭: 尋找中國現代隱士/比爾.
波特(Bill Porter)著; 明潔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27-0-2 (EPUB)
兩朋友/伊凡.屠格涅夫原作; 吳旼娟
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06 .-- 約 162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82-3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往事百語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5-39-5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5-40-1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5-41-8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542-5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5-43-2 (第 5 冊:精裝)
狗狗的創意手作 DIY: 100 種簡單又
實用的好感生活提案/王佩賢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大 都 會 文 化 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97-6-5 (PDF)
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: 王品
集 團 的 故 事 = Interview and case
studies of elite enterprises: Taiwan and
mainland China/王國欽, 駱香妃, 陳玟
妤, 陳瑞倫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心
理, 11006 .-- 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4-14-9 (平裝) NT$150

兩岸頂尖企業專訪與個案研究: 薰衣
草 森 林 的 故 事 = Interview and case
studies of elite enterprises: Taiwan and
mainland China/王國欽, 駱香妃, 陳玟
妤, 陳瑞倫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 心
理, 11006 .-- 4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4-15-6 (平裝) NT$150
怪奇診療室: 牙齒爆炸、喝蛇糞治病、
釣寄生蟲、生殖器上鎖…...真實發
生的離奇醫療案件大搜奇/湯瑪斯.莫
利斯(Thomas Morris)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臉譜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5-949-5 (EPUB)
兒皇帝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8-8 (EPUB)
房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解讀與實務/徐
志明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徐志明,
11005 .-- 1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963-6 (平裝) NT$350
法律翻譯: 譯.注.評/李克興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41-9
(EPUB)
附神: 我那借身給神明的父親/林徹
俐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
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87-442-3 (EPUB)
空 氣汙染防 制補充教 材 /林怡劭編
譯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jun, 11005 .-18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954-4 (平裝)
兩個爸爸/陳子良, 陳海思鐸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5-8 (EPUB)
阿茲海默症其實離你不遠: 創新科技
讓你提前預防失智症/楊謝樂作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磁量生技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5-1-7
(PDF)
金剛經講話. 1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54-3 (精裝)
金剛經講話. 2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55-0 (精裝)

奇異恩典/殷潁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0-375-4 (PDF)
到處都是小教會/周榮輝著 .-- V1 .-臺北市 : 以琳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9209-74-8 (PDF)
宗 教學概 論 /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編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23-1
(PDF)
社區營養與健康促進研討會輯要=
Conference of Community Nutrition and
Health Promotion/朱瑩悅, 翁德志, 徐
如音, 林映岑, 王家盈編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文化大學保健營養系,
11005 .-- 8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57-596-386-6 (平裝) NT$120
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/星雲
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
出版社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45-59-8 (精裝)
近距離愛上你: HIStory4.典藏寫真書/
巧克科技新媒體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510-7 (PDF)
近距離愛上你: HIStory4.典藏寫真書/
巧克科技新媒體作 .-- 1 版 .-- 臺北
市 : 尖端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8-529-9 (EPUB)
官逼民反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17-6 (EPUB)
*歧路花園: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
六十週年系慶專刊= The garden of
forking paths/賴佑昌平面編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
所, 11005 .-- 150 面; 31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29-411-2 (精裝)
和媽媽互相喜歡的日子+和女兒一起
旅行的日子/李惠貞, 陳德諠作 .-- 臺
中市 : 維摩舍文教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6046-3-4 (全套:平裝)
NT$800
武照奪權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13-8 (EPUB)
長榮大學美術學院院特色創作成果
彙編集/王源東, 朱紋皆, 李元程計畫
主持 .-- 臺南市 : 長榮大學美術學院,
188

11004 .-- 48 面; 25X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358-88-3 (平裝)
阿瑪的後宮生活: 阿瑪建國史/黃阿
瑪, 志銘與狸貓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布克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8-97-9 (EPUB)
金銀島. 上/羅伯特.路易斯.史蒂文森
原作; 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343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6-4-0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250
金銀島. 下/羅伯特.路易斯.史蒂文森
原作; 石瑾謙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
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343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6-5-7 (線上
有聲書(MP3)) NT$250
阿 德 勒 談 生 命 風 格 / 阿 德 勒 (Alfred
Adler)著; 溫澤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70-6 (EPUB)
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?: 貧富不均
下的育兒經濟學/馬蒂亞斯.德普克
(Matthias Doepke), 法布里奇歐.茲里
波提(Fabrizio Zilibotti)著; 吳凱琳, 劉
復苓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
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5-019-8 (EPUB)
金 錢 性 格 / 梅 麗 莎. 布 朗 恩 (Melissa
Browne)著, 簡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407-4 (EPUB)
金 錢 性 格 / 梅 麗 莎. 布 朗 恩 (Melissa
Browne)著; 簡瑋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采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7-410-4 (PDF)
金融怪傑.達文熙教你用 100 張圖學
會箱子戰法: 傳承 60 年經典理論,融
合台股贏家思維散戶一學就會的交
易 SOP 大公開/達文熙著 .-- 新北市 :
大樂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64-27-8 (EPUB)
供應鏈及物流管理 大辭典. 2021 版/
曾渙釗(Arthur Tseng)編著 .-- 初版 .-新竹市 : 安瑟管理顧問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3-0-2 (PDF)
供應鏈重組的領航地圖/陳雅琴總主
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外貿協會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95-438-4 (PDF)

放鬆、舒壓,365 天的休養書: 給身心
疲憊的你一劑暖暖療癒術/小池弘人
著; 楊鈺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73-8 (EPUB)
放鬆、舒壓,365 天的休養書: 給身心
疲憊的你一劑暖暖療癒術/小池弘人
著; 楊鈺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87-5 (PDF)

遠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177-0 (EPUB)
英 文 三 句 金 寶 典 = Perfect triple
English/劉毅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學習, 11007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1-461-6 (第 2 冊:平裝)
NT$280
看不見,怎麼拍?/胡毓豪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68-4 (EPUB)

怪獸大阪 /李清志文字.攝影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18-5 (PDF)

看不見,怎麼拍?/胡毓豪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84-4 (PDF)

依戀,情感關係的溫柔解方: 情感支
持&建立安全感,超越醫學觀點的復
原之路/岡田尊司著; 邱香凝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248-999-4
(EPUB)

秋天的約定/林文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989-9 (PDF)

依戀,情感關係的溫柔解方: 情感支
持&建立安全感,超越醫學觀點的復
原之路/岡田尊司著; 邱香凝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5-02-8 (PDF)
美しさ.剪影: 風景攝影集/方昱凱攝
影; 方昱凱, 楊慕理文字 .-- 臺南市 :
長榮大學大傳系, 11008 .-- 33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358-92-0 (平
裝)
為了自由: 一名女奴的奇蹟逃脫故事
/哈麗葉特.雅各布斯(Harriet A. Jacobs)
著; 郭哲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
起來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60-2-3 (PDF)
為了自由: 一名女奴的奇蹟逃脫故事
/哈麗葉特.雅各布斯(Harriet A. Jacobs)
著; 郭哲佑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一
起來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60-3-0 (EPUB)
孩 子一學就 會的黃金 口才課 / 吳瓊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72-0-3 (PDF)
孩 子一學就 會的黃金 口才課 / 吳瓊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72-1-0 (EPUB)
風土創業學: 地方創生的 25 堂商業
模式課/洪震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
秋天的約定/林文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8991-2 (EPUB)
秋之悸/殷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0-364-8 (PDF)
為什麼你該寫一本書?: 打造個人品
牌,從撰寫一本成為焦點的書開始/金
妮.卡特(Ginny Carter)著; 林幼嵐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29-1
(PDF)
為什麼你該寫一本書?: 打造個人品
牌,從撰寫一本成為焦點的書開始/金
妮.卡特(Ginny Carter)著; 林幼嵐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31-4
(EPUB)
英文標識設計解析: 從翻譯到設計,
探討如何打造正確又好懂的英文標
識/小林章, 田代真理作; 柯志杰譯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87-7 (PDF)
春之韻/殷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0-361-7 (PDF)
南北統一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1-3 (EPUB)
思考の整理學: 最多東大生、京大生
讀過的一本書!/外山滋比古著; 韋杰
岱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究竟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7-328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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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死之人的祈禱/中山七里著; 王華
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30-7 (PDF)
赴死之人的祈禱/中山七里著; 王華
懋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32-1 (EPUB)
皇后失蹤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15-2 (EPUB)
食光機: 食物中的當代小史/西門媚
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71-305-9
(EPUB)
*姚旭燈畫集= Paintings by Yau ShiuhDeng/姚旭燈作 .-- 第四版 .-- 臺北市 :
姚旭燈, 11005 .-- 120 面; 36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858-5 ( 平 裝 )
NT$2200
哎呀!: 教學手冊(19-24 個月)/廖婉真
文; 郭芯羽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新
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006 .-- 22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347-61 (平裝)
哈佛 XGoogle 行為科學家的脫單指
南/洛根.尤里(Logan Ury)著; 孔令新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86-7
(EPUB)
研究生的第一本書: 從研究所畢業/
林香河, 林進材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784-5 (PDF)
故事永遠說不完的印度: 半夜才開始
的婚禮、一年一次的濕婆市集購物
節、Karma 到底是什麼?/印度安娜作.
朗讀 .-- 臺北市 : 麥浩斯, 11005 .-- 約
185 分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08687-0 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480
疫後大未來: 誰是大贏家?全球五十
大最佳商學院教授蓋洛威剖析全新
商業環境下的挑戰及商機/史考特.蓋
洛威(Scott Galloway)作; 葉中仁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56-5
(EPUB)
美皇后健身教室/王惠萱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,
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221-1-9 (EPUB)
為前進而戰: 盧修一的國會身影/藍
麗娟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32-9183-1 (EPUB)
*重建優質高教刻不容緩: 私立大專
院校轉型與退場之政策問題及解決
策略/黃政傑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, 11004 .-- 36
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036-53 (平裝) NT$100
南海: 21 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
稱 霸 的 第 一 步 ?/ 比 爾 . 海 頓 (Bill
Hayton)著; 林添貴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026-8 (PDF)
美茵河畔思索德國/蔡慶樺作; 鄭師
誠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春 山 出 版 ,
11005 .-- 約 178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58-4-2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460
美茵河畔思索德國/蔡慶樺作; 鄭師
誠 朗 讀 .-- 臺 北 市 : 春 山 出 版 ,
11005 .-- 約 178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58-7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460
風格師給你 居家空間布置 85 法則/
王雅文(Wing Wang)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原點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86-9-1 (EPUB)
香氣腦科學: 教你如何利用「香氣」
刺激大腦,揭開情緒、學習、人際關
係與病痛的 60 個腦內祕密/文濟一
著; 陳曉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
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8-107-2 (EPUB)
香氣腦科學: 教你如何利用「香氣」
刺激大腦,揭開情緒、學習、人際關
係與病痛的 60 個腦內祕密/文濟一
著; 陳曉菁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遠
足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8-108-9 (PDF)
美 國 50 州 區 域 優 勢 與 廠 商 掃 描 .
2020 年/石育賢, 游佩芬, 王昱達, 李
文馨, 吳亭嫻, 吳伊雯, 鄭羽珊, 李宜
臻等作; 石育賢主編 .-- 初版 .-- 新竹
縣 :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, 11005 .-- 298
面; 15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64360-0 (平裝) NT$5000

拯救人生的 2 小時經濟課/吉田泰史
著; 胡毓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葉社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04-4 (PDF)
拯救人生的 2 小時經濟課/吉田泰史
著; 胡毓華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
葉社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0-306-8 (EPUB)
音 速老師的 日語成功 筆記 / 朱育賢
(KenC)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82-982 (全套:平裝) NT$419
看得見,才有鬼 修煉故事之眼/謝文
賢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幼獅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49-236-7 (PDF)
流動瑜伽的身心回正練習: 人氣 YT
頻道「凱蒂瑜伽」全新編排!打開減
壓開關,消化壞情緒的日常提案
/Katie(何雨涵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境好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04-3-4 (PDF)
流動瑜伽的身心回正練習: 人氣 YT
頻道「凱蒂瑜伽」全新編排!打開減
壓開關,消化壞情緒的日常提案
/Katie(何雨涵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境好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04-7-2 (EPUB)
城郭裡的逸聞軼事/郭本城著 .-- 臺
北市 : 景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78-0-7 (EPUB) NT$210
星雲大師「病後字」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1-12-9 (精裝)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. 1, ◎程
恭讓/著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167 (精裝)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. 2, ◎程
恭讓/著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2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174 (精裝)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. 3, ◎程
恭讓/著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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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181 (精裝)
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究. 4, ◎程
恭讓/著 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十大貢獻
◎程恭讓/著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91-19-8 (精裝)
星雲大師年譜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7-023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7-03-0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7-04-7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7-05-4 (第 4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7-06-1 (第 5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07-8 (第 6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08-5
(第 7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09-2 (第 8 冊:精裝)
星雲日記. 10: 1992 年 6 月 1 日至
1992 年 8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8-2 (精裝)
星雲日記. 11: 1992 年 8 月 16 日至
1992 年 10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9-9 (精裝)
星雲日記. 12: 1992 年 10 月 16 日至
1992 年 12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0-5 (精裝)
星雲日記. 13: 1992 年 12 月 16 日至
1993 年 2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1-2 (精裝)
星雲日記. 14: 1993 年 2 月 16 日至
1993 年 4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2-9 (精裝)
星雲日記. 15: 1993 年 4 月 16 日至
1993 年 6 月 30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3-6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16: 1993 年 7 月 1 日至
1993 年 9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4-3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25: 1995 年 6 月 1 日至
1995 年 9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3-5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6: 1991 年 4 月 23 日至
1991 年 8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4-4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17: 1993 年 9 月 16 日至
1993 年 11 月 30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5-0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26: 1995 年 9 月 16 日至
1995 年 12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4-2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7: 1991 年 8 月 16 日至
1991 年 11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5-1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18: 1993 年 12 月 1 日至
1994 年 2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6-7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27: 1995 年 12 月 16 日至
1996 年 3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5-9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8: 1991 年 11 月 16 日至
1992 年 2 月 29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6-8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19: 1994 年 2 月 16 日至
1994 年 4 月 30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2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7-4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28: 1996 年 3 月 16 日至
1996 年 6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6-6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9: 1992 年 3 月 1 日至
1992 年 5 月 31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7-5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1: 1952 年 7 月 29 日至 9
月 20 日、1989 年 7 月 1 日至 1989
年 12 月 31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7-29-0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29: 1996 年 6 月 16 日至
1996 年 9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7-3 (精裝)

契訶夫短篇小說選/安東.帕夫洛維奇.
契訶夫原作; 王寓禾朗讀 .-- 臺北市 :
尚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189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6-1-9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

星雲日記. 2: 1990 年 1 月 1 日至
1990 年 4 月 30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4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0-6 (精裝)

星雲之道: 領悟人間佛教◎高希均/
著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
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224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20-4 (精
裝)

星雲日記. 30: 1996 年 9 月 16 日至
1996 年 12 月 31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8-0 (精裝)

突厥可汗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30-5 (EPUB)

星雲日記. 20: 1994 年 5 月 1 日至
1994 年 7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8-1 (精裝)
星雲日記. 21: 1994 年 7 月 16 日至
1994 年 9 月 30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49-8 (精裝)
星雲日記. 22: 1994 年 10 月 1 日至
1994 年 12 月 15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0-4 (精裝)
星雲日記. 23: 1994 年 12 月 16 日至
1995 年 2 月 28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1-1 (精裝)
星雲日記. 24: 1995 年 3 月 1 日至
1995 年 5 月 31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9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2-8 (精裝)

星雲日記. 3: 1990 年 5 月 1 日至
1990 年 8 月 31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1-3 (精裝)
星雲日記. 4: 1990 年 9 月 1 日至
1990 年 12 月 31 日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2-0 (精裝)
星雲日記. 5: 1991 年 1 月 1 日至
1991 年 4 月 22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33-7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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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陽兵變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19-0 (EPUB)
指揮的落棒與起棒: 理論的、藝術的、
效率的/顧寶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白象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8-69-7 (PDF)
星雲法語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28-6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29-3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30-9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31-6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32-3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6-33-0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6-34-7 (第 7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6-35-4 (第 8 冊:精
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36-1 (第 9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37-8
(第 10 冊:精裝)
星雲智慧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74-3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75-0 (第 2
冊:精裝)
星雲說偈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38-5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39-2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40-8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41-5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42-2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6-43-9 (第 6 冊:精裝)
星雲說喻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44-6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45-3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46-0
(第 3 冊:精裝)
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. 1, ◎滿義/著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13-6 (精裝)
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. 2, ◎滿義/著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40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14-3 (精裝)
星雲學說與實踐◎滿義/著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1-15-0 (精裝)
星雲禪話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22-4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23-1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24-8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25-5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26-2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6-27-9 (第 6 冊:精裝)
重塑 IT: 應用互聯網如何改變 CIO
的角色/羅斯.梅森(Ross Mason)主編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29-7 (EPUB)
英語如何成為世界通用語言?: 全球
應用語言學權威克里斯托,解析英語

的崛起、自滿與危機/克里斯托
(David Crystal) 著; 鄭佳美, 林素朱
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62-489-0 (EPUB)
美漫宗師艾斯納漫畫藝術創學經典
全集/威爾.艾斯納(Will Eisner)著; 陳
冠伶, 蔡宜容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易博士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80-155-8 (EPUB)
* 哈 瑪 星 號 海 底 快 車 = Hamasen
seabed express train/杜岳作 .-- 臺北市 :
杜岳, 11006 .-- 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43-8 ( 平 裝 )
NT$500
軍閥混戰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69-5 (EPUB)
幽夢影. 卷一/張潮原著; 曾珮琦譯
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49-3
(EPUB)
相對論超入門: 連文科生也能輕鬆讀
懂劃時代理論 /Yobinori Takumi 著;
陳識中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販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631-3 (EPUB)
香醇的紅酒比較貴,還是昂貴的紅酒
比較香?: 從食物、性、消費、藝術
看人類的選擇偏好,破解快樂背後的
行為心理/保羅.布倫(Paul Bloom)著;
陳淑娟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34-74-4 (EPUB)
幽默的人,罵人不會帶髒字/文彥博
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
11006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9-775-0 (平裝) NT$380
挑戰思維極限: 勾股定理的 365 種證
明/李邁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清文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6-28-0 (EPUB)
面積迷宮/村上綾一著; 陳聖怡, 伍言
莞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睿其書房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20-489 (全套:平裝) NT$1500
前戲王: 比猛烈抽插更重要的事,性
高潮激愛技巧說明書/鈴木亨治著;
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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販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04-662-7 (EPUB)
流轉的時光: 臺南府城文化風華/陳
添壽著 .-- 初版 .-- 新竹縣 : 方集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71-304-2 (EPUB)
後繞境創作報告: 科技、藝術、民俗
的召喚/戴嘉明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戴嘉明, 11006 .-- 16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79-7 (平裝)
研讀本(新標點和合本)系列(神版):
彼 得 前 書 = Chinese union study
Bible(with CUNP text,Shen edition): 1
Peter/彭國瑋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聖經
公會, 11007 .-- 176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68-4-1 (平裝)
研讀本(新標點和合本)系列(神版.大
字版): 彼得前書= Chinese union study
Bible(with CUNP text,Shen & enlarged
edition): 1 Peter/彭國瑋總編輯 .-- 新
北市 : 聖經公會, 11007 .-- 176 面; 28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8-5-8 (平
裝)
貞觀之治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3-7 (EPUB)
祝 百年好合: 婚姻生活中必備的一
本書(彩色版)/丁杰編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大拓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411-143-5 (PDF)
家人使用說明書: 腦科學專家寫給總
是被家人一秒惹怒的你/黑川伊保子
著; 楊毓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
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185-5 (EPUB)
海不揚波: 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/布
琮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97-0 (PDF)
海不揚波: 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/布
琮任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8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103-8 (EPUB)
海天遊踪. 1: 1963 年 6 月 26 日至
1963 年 8 月 2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9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27-6 (精裝)
海天遊踪. 2: 1963 年 8 月 3 日至
1963 年 9 月 13 日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28-3 (精裝)
泰戈爾短篇小說選/羅賓德拉納特.泰
戈爾原作; 林芷恩朗讀 .-- 臺北市 :
尚儀數位學習, 11006 .-- 約 113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96-6-4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250
夏之聲/殷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道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00-362-4 (PDF)
高平之戰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72-5 (EPUB)
拿去抄啊!: 藝術家的著作權指南/艾
瑞克.施黑佛(Eric Schrijver)著; 蕭雅
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阿橋社文化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7113-6-4 (EPUB)
展示空間設計與繪製實戰/王育新編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22-8 (EPUB)
唐代宮廷防衛制度研究/羅彤華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711-217-0
(EPUB)
素朴の心/張良澤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蔚藍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4-43-4 (EPUB)
消防安全工程設計/吳玉祥, 呂憶婷,
高士峯, 張庭熙著 .-- 五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818-7 (PDF)
挫折是用來勵志、不是用來喪志的:
寫給千萬年輕人的信念和勇氣之書/
戴晨志著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2-91-3 (PDF)
原來,食物這樣煮才好吃!: 從用油、
調味、熱鍋、選食材到保存。149
個讓菜色更美味、廚藝更進步的料
理科學/BRYAN LE 著; 王曼璇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81-5
(EPUB)
原來,食物這樣煮才好吃!: 從用油、
調味、熱鍋、選食材到保存。150
個讓菜色更美味、廚藝更進步的料
理科學/BRYAN LE 著; 王曼璇譯 .--

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08-5867-9 (PDF)
病者生存: 為何我們需要疾病?一位
美國怪咖醫生顛覆你對疾病的看法!/
沙隆.莫艾倫(Sharon Moalem), 強納生.
普 林 斯 (Jonathan Prince) 作 ; 王 婉 卉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48-0
(EPUB)
恐怖世界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2-0 (EPUB)
狼虎谷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71-8 (EPUB)
神奇的香藥草自癒力: 提升免疫、增
強記憶、安神排毒的按摩、足浴、
花草茶配方,調理全身修復力/郭姿均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98-692-8 (PDF)
家事法庭裡的春天/彭南元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0-6-3 (EPUB)
家的夢想,無限大/大家房屋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55-0
(EPUB)
家的夢想,無限大/大家房屋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61-1 (PDF)
般若心經的生活觀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57-4 (精裝)
粉紅色圈圈之舞/陳函弘作 .-- 初版 .- 臺南市 : 陳函弘, 11005 .-- 34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82-0 (平
裝) NT$500
茶風味學: 焙茶師拆解茶香口感的秘
密,深究產地、製茶工序與焙火變化
創作/藍大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境好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1-0-8 (PDF)
茶風味學: 焙茶師拆解茶香口感的秘
密,深究產地、製茶工序與焙火變化
創作/藍大誠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境好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1-2-2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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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持開始食餌/柯柏榮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蔚藍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44-1 (EPUB)
秦皇漢武輪回破迷錄/劉未央著 .-初版 .-- 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56-7
(PDF)
逆旅: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/
詹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81-9 (EPUB)
逆旅: 一個關於謝雪紅的單人旅行/
詹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85-7 (PDF)
迷悟之間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02-6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03-3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04-0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05-7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06-4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6-07-1 (第 6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6-08-8 (第 7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6-09-5 (第 8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10-1 (第 9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11-8
(第 10 冊:精裝)
破框而出.在繪畫及創作中,找回初學
者 的 眼 光 與 勇 氣 = Breakthrough:
regain the vision and courage of a
beginner,through the journey of
painting/曲家瑞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實踐大學媒 傳設計 系所 , 11004 .-211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629410-5 (精裝)
剛剛好的教養: 放心與放手,讓孩子
長出自信和能力/尚瑞君作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69-7 (PDF)
剛剛好的教養: 放心與放手,讓孩子
長出自信和能力/尚瑞君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83-3 (EPUB)
涇原兵變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70-1 (EPUB)
鬥陣寫作俱樂部: <<鬥陣俱樂部>>
作者恰克.帕拉尼克拆解逾 30 部知
名小說,從打造故事質地、建立作者

權威到加強劇情緊張感,全方位專業
作家教戰手冊/Chuck Palahniuk(恰克.
帕拉尼克)著; 黃鴻硯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0-023-7 (EPUB)
料 理生活家 的廚藝事 典 /有元葉子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36-68-8 (EPUB)

時裝畫手繪入門與實戰/柴青編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清 文 華 泉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23-5 (EPUB)
神 話 簡 史 / 凱 倫 . 阿 姆 斯 壯 (Karen
Armstrong)著; 陳雅馨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68-3 (EPUB)
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35-93-2
(PDF)
記憶密碼/亞歷山大.洛伊德作; 聿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智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75-609-7
(PDF)
茶禪一味: 禪與飲茶的藝術,安然度
日的哲學/威廉.史考特.威爾森
(William Scott Wilson)著; 傅彥瑤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7-0-8
(EPUB)

料理生活家的廚藝事典/有元葉子著;
葉韋利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6-70-1 (PDF)

剝奪: 金融時代的不平等/林庚厚
(Ken-Hou Lin), 梅 根 . 尼 利 (Megan
Tobias Neely)著; 許瑞宋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8-2-8 (EPUB)

高盛首席分析師教你看懂進場的訊
號 / 彼 得 .C. 奧 本 海 默 (Peter C.
Oppenheimer)著; 曹嬿恆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49-2 (EPUB)

剝奪: 金融時代的不平等/林庚厚
(Ken-Hou Lin), 梅 根 . 尼 利 (Megan
Tobias Neely)著; 許瑞宋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458-3-5 (PDF)

原創音色音效全書/松前公高, 小川
哲弘, 竹內一弘著; 陳弘偉, 賴佩怡,
黃大旺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易博士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480-157-2 (EPUB)

高說服力的美感文案術: 教你 FB、
IG、YouTube、LINE 上寫出變現文
案的 18 個精準技巧/黃思齊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一心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672-0-2
(EPUB)

逆轉的東亞史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00-3 (PDF)

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年報.
2020= BWFoCE annual report 2020/財
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福智文教基金會, 11005 .-40 面 ; 26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84623-8-0 (平裝) NT$60

逆轉的東亞史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0763-04-1 (全套:平裝)
NT$2000

時間管理重點整理: 管好時間是通往
夢想的捷徑/同 長老作 .-- 初版 .-- 臺
中市 : 同 長老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43-8901-8 (EPUB)
素菜譜: 星雲大師傳授叢林菜/星雲
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
出版社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6-81-1 (精裝)
破解「變態型自戀」: 專業心理諮商
師分析 50 個真實生活案例/安.克蘿
蒂德.吉格列(Anne: Clotilde Ziegler)著;
賴亭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62-1 (EPUB)
神經元修復保健全書: 用簡單動作活
化迷走神經,緩解負面情緒、疼痛、
消化不良、行動困難、壓力症候群,
促 進 細 胞 更 新 / 拉 斯 . 林 哈 德 (Lars
Lienhard), 鄔 拉 . 史 密 特 - 費 策 (Ulla
Schmid-Fetzer), 艾瑞.柯布(Eric Cobb)
著; 呂以榮, 游絨絨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34-80-5 (EPUB)
鬼滅的暗號: 從角色、故事、戰鬥、
時代、紋樣、聖地,解密<<鬼滅之刃
>>/瀧音能之監修; 黃詩婷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圓神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3-774-6 (EPUB)

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: 殖民統治
下的古代四川/胡川安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64-8 (PDF)
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: 殖民統治
下的古代四川/胡川安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聯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08-5877-8 (EPUB)
鬼影俠蹤: 聊齋誌異與水滸傳/朱嘉
雯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82-1 (PDF)
旅樂食藝博覽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.
2021/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院作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義守大學觀光餐旅學
院, 11005 .-- 99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6456-51-0 (平裝)
素養解剖學: 閱讀 365/林雯淑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大碩教育, 11005 .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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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禪一味: 禪與飲茶的藝術,安然度
日的哲學/威廉.史考特.威爾森
(William Scott Wilson)著; 傅彥瑤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7-1-5
(PDF)

逆轉的東亞史/劉仲敬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02-7 (EPUB)

逆轉的東亞史(書盒版)/劉仲敬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763-05-8 (全套:
平裝) NT$2000
逆轉的東亞史. 5, 非中國視角的東北.
滿州國篇/劉仲敬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4-92-0 (EPUB)
逆轉的東亞史. 5, 非中國視角的東北.
滿州國篇/劉仲敬著 .-- 二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4-93-7 (PDF)
修辭的陷阱: 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
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?/傑森.史丹利
(Jason Stanley)著; 劉維人譯 .-- 一版 .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08-9 (PDF)
修辭的陷阱: 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
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?/傑森.史丹利
(Jason Stanley)著; 劉維人譯 .-- 一版 .- 新北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63-09-6 (EPUB)

浩瀚星雲. 1, ◎林清玄/著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4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13-9 (精裝)
浩瀚星雲. 2, ◎林清玄/著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14-6 (精裝)
神邏輯: 不講道理的人總能講出一番
道理,你如何對付這一本正經的胡說
八道?更該學學神邏輯回懟脫困。/
楊牧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74-8-1 (PDF)
神邏輯: 不講道理的人總能講出一番
道理,你如何對付這一本正經的胡說
八道?更該學學神邏輯回懟脫困。/
楊牧之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74-9-8 (EPUB)
啊!就是這樣: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
術 系 110 級 畢 業 專 刊 = Tainan
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
Fine Arts Grade 110 Graduation
Exhibition/美術系 110 級印刷組, 天
晴文化事業總編輯 .-- 臺南市 : 臺南
應 用 科 大 美 術 系 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86-5615-62-8 (全套:精裝)
混 MIX: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學系畢
業專刊. 第二十八屆/第 28 屆商業設
計學系全體同學編輯 .-- 桃園市 : 銘
傳大學商設系, 11005 .-- 160 面; 30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584-26-6 (平
裝)
第一次認識.YURI: 樂天女孩-陳怡叡
散文寫真書/陳怡叡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68-0 (PDF)
第一次認識.YURI: 樂天女孩-陳怡叡
散文寫真書/陳怡叡作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71-0 (EPUB)
第一次學工程數學就上手. 2, 拉氏轉
換與傅立葉/林振義著 .-- 三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27-9 (PDF)
統一場論/胡萬炯著 .-- 增訂四版 .-臺中市 : 白象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8-67-3 (PDF)

情人哏裡出西施/全民大劇團股份有
限公司編輯 .-- 增訂三版 .-- 新北市 :
全民大劇團, 11005 .-- 92 面; 21X30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89881-3-2 (平
裝) NT$150
做人靠手腕,做事靠手段. 審時度勢
篇/陶然編著 .-- 第 1 版 .-- 新北市 :
普天出版, 11006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89-776-7 ( 平 裝 )
NT$380
殺人魔名冊: 全球 150 名極惡連環殺
手 檔 案 / 傑 克 . 羅 斯 伍 德 (Jack
Rosewood), 蕾貝卡.洛(Rebecca Lo)作;
翁雅如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
際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6-157-9 (EPUB)
莎士比亞的故事: 羅密歐與茱麗葉、
仲夏夜之夢、馬克白、李爾王、哈
姆雷特/威廉.莎士比亞原作; 關之庭
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06 .-- 約 12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96-7-1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第三代半導體科技趨勢觀測/陳仕誠
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國研院科技政
策中心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619-306-4 (PDF)
梅子家四季耕食手札: 65 道季節限
定美味,體現時令流轉的生活儀式感/
梅子(Meg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5-01-1 (EPUB)
梅子家四季耕食手札: 65 道季節限
定美味,體現時令流轉的生活儀式感/
梅子(Meg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
月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5-03-5 (PDF)
國 中 分 類 記 憶 2000 字 = Indexing
English 2000 words for junior high
students/劉毅主編 .-- 二版 .-- 新北市 :
學習, 11007 .-- 272 面; 15 公分 .-ISBN 978-986-231-457-9 ( 平 裝 )
NT$220
清心守候的女人: 單身的妳,也能擁
有滿足而喜樂的生活!/肯潔琪, 鍾黛
比著; 黃碧丹譯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以琳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209-75-5 (PDF)
這不是沒關係: 20 則性暴力受害者
的 圖 像 故 事 / 瑪 麗 亞 . 斯 托 安 (Maria
Stoian)文.圖; 陳信宏譯 .-- 初版 .-- 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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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 : 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5-021-1 (EPUB)
動手做,跟 ARRC 一起打造火箭上太
空!/KURORO 地球總部, ARRC 前瞻
火箭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34-1 (EPUB)
動手做,跟 ARRC 一起打造火箭上太
空!/KURORO 地球總部, ARRC 前瞻
火箭中心編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
經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08-5845-7 (PDF)
現代希臘史: 希臘專家寫給所有人的
國 家 傳 記 / 羅 德 里 克 . 比 頓 (Roderick
Beaton)著; 嚴麗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34-71-3 (EPUB)
現代星雲與千古佛陀的接心: 佛牙、
佛指舍利來台實錄 北齊佛像: 金身
合壁實錄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224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297 (精裝)
移民臺灣!你不可不知的事: 一本精
通申辦移民的法令須知與實務/徐健
麟, 蔡政杰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021-5 (EPUB)
國民營事業必考: 會計 1000/余瑋編
著 .-- 新北市 : 宏典文化, 11005 .-44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75759-8 (平裝) NT$450
做好自己喜歡的事,就會閃閃發光/蔡
佩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04-5-8 (PDF)
做好自己喜歡的事,就會閃閃發光/蔡
佩軒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04-6-5 (EPUB)
從名城讀日本史/孫實秀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07-9 (EPUB)
從名城讀日本史: 30 座名城 x32 個
歷史事件,細數從建國到戰後,日本史
上的關鍵大事/孫實秀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網路與書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15-1-4 (EPUB)
組合新生命: 從化石到 DNA,解碼 40
億年來的生命/尼爾.蘇賓(Neil Shubin)

著; 鄧子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鷹
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28-6-6 (PDF)
組合新生命: 從化石到 DNA,解碼 40
億年來的生命/尼爾.蘇賓(Neil Shubin)
著; 鄧子衿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鷹
出版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28-7-3 (EPUB)
排名詭計: 了解社會遊戲的潛規則,
讓你隨心所欲取得想要的排名!/彼得.
厄迪(PÉTER ÉRDI)著; 梁東屏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479-2-1
(EPUB)
透光練習/黃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67-7 (EPUB)
透光練習/黃繭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79-0 (PDF)
教育行政新議題/顏國樑, 李安明, 謝
傳崇, 林志成, 顏國樑, 謝卓君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34-0 (PDF)
敘事力教學實踐. 2021, 先驅之城: 霧
峰 作 品 集 = Digital humanities
technology narrative/陳慧霞主編 .-- 臺
中市 : 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,
11006 .-- 110 面; 19X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0030-7-0 (平裝)
通往世界的植物: 臺灣高山植物的時
空旅史/游旨价作; 鄭師誠朗讀 .-- 臺
北市 : 春山出版, 11005 .-- 約 164 分
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7-6-4
(線上有聲書(MP3)) NT$580 .-- ISBN
978-986-06597-7-1 ( 線 上 有 聲 書
(WAV)) NT$580
商事法實例解析/林洲富著 .-- 十二
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28-6 (PDF)
這些問題,都是女性荷爾蒙在搞怪!:
失眠、發冷、瘦不下來、肌膚乾燥、
腰痛…...學會對策就能解決 90%的
問題!/松村圭子著; 黃筱涵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34-4
(EPUB)
陳孟森油畫作品集: 油畫-遊於畫中.
IV/章順敏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陳孟森建築師事務所, 11006 .--

36 面; 20X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85913-3-2 (平裝) NT$300
動物農莊/喬治.歐威爾原作; 阮何凰
美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習,
11006 .-- 約 233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96-3-3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250
眼前: 讀<<左傳>>/唐諾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08-9
(EPUB)
陳春天/陳雪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39-3 (EPUB)
徘徊於天人之際: 海德格的哲學思路
/關子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68-6 (PDF)
徘徊於天人之際: 海德格的哲學思路
/關子尹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82-2 (EPUB)
設計的實戰法則: 微調就立刻加分,
說服力百分百/宇治智子作; 陳聖怡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586-2
(EPUB)
專為孩子設計的親子互動遊戲大全
集: 7 大增能領域 X153 款遊戲提案,
滿足好奇心、玩出同理心、提升社
交力!/崔延朱, 丁德榮作; 陳聖薇譯 .- 新北市 : 美藝學苑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6220-39-5 (EPUB)
設計師一定要懂的基礎印刷學: 避開
DTP 及印刷陷阱,完美呈現設計效果/
劉綺文編; 古又羽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積木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9-319-4 (EPUB)
偽科學檢驗站: 從食安、病毒到保健
食品,頂尖醫學期刊評審的 50 個有
問必答/林慶順著 .-- 臺北市 : 一心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338-8-2 (EPUB)
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34-9-6 (EPUB)
培訓設計藝術/王海波, 滿崑崙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清 文 華 泉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33-4 (EPUB)
副能量: 第二把交椅生存術,成為副
手而不是附屬/蔡賢隆, 馮福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52-6
(EPUB)
專家學者看佛光山. 1, 人間佛教思想.
1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
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05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1-0 (精
裝)
專家學者看佛光山. 2, 人間佛教思想.
2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
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05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2-7 (精
裝)
專家學者看佛光山. 3, 人間佛教實踐
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3-4 (精裝)
專家學者看佛光山. 4, 思想與信仰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05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4-1 (精裝)
專家學者看佛光山. 5, 現代化與國際
化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
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95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5-8 (精
裝)
專家學者看佛光山. 6, 教育與藝文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6-5 (精裝)
專家學者看佛光山. 7, 貢獻與成就/
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
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37-2 (精裝)

接納,才能自得: 日本人的淡然之道/
史考特.哈斯(Scott Hass)著; 吳緯疆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開朗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34-8-9 (PDF)

軟陶,就是這麼簡單: 一本超詳細的
製作攻略書/猥瑣魚, 姬小姬, 佳期,
北都北都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
文華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86-44-0 (EPUB)

接納,才能自得: 日本人的淡然之道/
史考特.哈斯(Scott Hass)著; 吳緯疆

健康不要花大錢: 牛初乳提供最多營
養、黑芝麻長烏髮、易胖體質需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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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專家破解各種偏方/京虎子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64-9 (EPUB)
張 曼 娟 讀 王 爾 德 / 王 爾 德 （ Oscar
Wilde)原著; 張曼娟編譯.導讀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07-7 (EPUB)
張曼娟讀芥川龍之介/芥川龍之介原
著；張曼娟編譯.導讀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0-009-1 (EPUB)
張 曼 娟 讀 契 訶 夫 / 契 訶 夫 (Anton
Pavlovich Chekhov)原著; 張曼娟編譯.
導讀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006-0 (EPUB)
張曼娟讀奧.亨利/奧.亨利(O. Henry)
原著；張曼娟編譯.導讀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10-008-4 (EPUB)
造假新聞: 他是新聞金童還是謊言專
家?德國<<明鏡周刊>>的杜撰醜聞與
危機!/胡安.莫雷諾(Juan Moreno)著;
黃慧珍(Magda Huang)譯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32-3 (EPUB)
健康園藝學/張育森, 吳俊偉, 雷家芸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78-4
(PDF)
情報致富的 EXCEL 統計學: 上班有
錢途,下班賺更多,大數據時代早一步
財富自由的商業武器/涌井良幸, 涌
井貞美著; 陳耕利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方言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0-21-9 (EPUB)
帶著相機,去旅行!/林千源攝影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鴻林圖書, 11005 .-284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177-6-4 (平裝)
清廉.貪腐全解碼: 中國古代清官貪
官故事鏡鑑/楊同柱主編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39-6 (EPUB)
透過花精療癒生命: 巴哈花精的情緒
鍊金術/柳婷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橡樹林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55-3-7 (EPUB)

商業框架圖鑑: 五大類場景 X69 種
商業框架 X200 種思考法,讓工作變
順、提升競爭力的必備工具箱/堀公
俊著; 周若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423-4 (PDF)

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8713-65 (平裝) NT$1600

商業框架圖鑑: 五大類場景 X69 種
商業框架 X200 種思考法,讓工作變
順、提升競爭力的必備工具箱/堀公
俊著; 周若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采實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427-2 (EPUB)

從認識西班牙文化學習西班牙語. 第
一冊, 西班牙語言與文明/王鶴巘, 楊
雅媛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
11005 .-- 1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47-940-8 (平裝) NT$280

商業框架圖鑑 X 創意發想圖鑑(二合
一高效工作套組)/堀公俊著; 周若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7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07-4548 (全套:平裝) NT$660
從零開始讀懂行銷設計: 一本創造新
顧客、新體驗、新商業模式的實戰
操作書/石井淳蔵, 廣田章光, 坂田隆
文著; 陳朕疆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47-8 (EPUB)
國際交流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497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795 (精裝)
貧僧有話要說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6-989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99-6 (第 2 冊:精裝)
國際佛光會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295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7-78-8 (精裝)
情緒決定你的格局/凌雲編著 .-- 第 1
版 .-- 新北市 : 普天出版, 11006 .-384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89778-1 (平裝) NT$380
情緒按鈕: 告別一觸即發的情緒地雷,
脫離悲傷、憤怒、恐懼的掌控/大衛.
瑞丘(David Richo)著; 蔣慶慧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高寶國際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6-156-2 (PDF)
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
及論文摘要. 第 32 屆= ICIM2021: the
3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
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nference &
abstracts/陳育威主編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臺北科大資財系, 11005 .-- 1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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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僧說話的回響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91-28-0 (精裝)

從認識西班牙文化學習西班牙語. 第
二冊, 西班牙節慶/王鶴巘, 楊雅媛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5 .-104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941-5 (平裝) NT$280
從認識西班牙文化學習西班牙語. 第
三冊, 西班牙美食/王鶴巘, 楊雅媛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文鶴, 11005 .-108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47942-2 (平裝) NT$280
教養的秘密: 無效管教 Out,科學育兒
In,兒童發展專家王宏哲的新世代教
養術/王宏哲作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
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9070-3 (EPUB)
被遺忘的人群: 神風特攻隊員、助產
士、學生、教師,日本平民的二戰歷
史記憶/埃德加.波特(Edgar A. Porter),
冉瑩(Ran Ying Porter)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臺灣商務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05-3333-0 (EPUB)
晨興聖言: 認識真理,對真理絕對,並
在現今邪惡的世代宣揚真理/財團法
人臺灣福音書房編輯部編輯 .-- 臺灣
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福音書房,
11005 .-- 12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66-656-3 (平裝)
參學瑣憶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7-00-9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01-6 (第 2
冊:精裝)
陰翳禮讚/谷崎潤一郎著; 李尚霖
譯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79-2 (EPUB)
荷蘭生活/恩儀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創意市集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4-70-7 (EPUB)

專屬我的鉛筆素描練習本: 從基礎到
進階!逐步練習結構、光影、質感、
動態與空間感,一枝筆畫出 70 款實
境寫真/趙惠林, 李佾善作; 林千惠,
杜佩瑀譯 .-- 臺北市 : 紙印良品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367-1-0 (EPUB)

開元盛世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0-6 (EPUB)

晨讀 10 分鐘: 未來世界我改變/藍偉
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012-9 (EPUB)

舒心墨痕: 阮威旭書法創作展/阮威
旭 總 編 輯 .-- 雲 林 縣 : 阮 威 旭 ,
11006 .-- 11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95-0 (平裝) NT$500

晨讀 10 分鐘: 未來媒體我看見/黃哲
斌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親子天下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5-022-8 (EPUB)

*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大會
手冊. 2021 年(第十六屆)/趙慕芬總編
輯 .-- 新北市 : 淡大企管系, 11004 .-4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85-6 (平裝)

無人知曉的我/陳雪作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40-9 (EPUB)
最大的祕密/朗達.拜恩(Rhonda Byrne)
著; 王莉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方
智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75-613-4 (EPUB)
黑手: 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
/克萊夫.漢密爾頓(Clive Hamilton), 馬
曉月(Mareike Ohlberg)著; 梁文傑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6-8-8
(PDF)
黑手: 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
/克萊夫.漢密爾頓(Clive Hamilton), 馬
曉月(Mareike Ohlberg)著; 梁文傑譯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左岸文化, 11006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16-9-5
(EPUB)
猶太人的致富思維: 不求最好,但要
特別/洪益憙著; 邱麟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27-5 (PDF)
猶太人的致富思維: 不求最好,但要
特別/洪益憙著; 邱麟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28-2 (EPUB)
雲水日月. 1, ◎符芝瑛/著話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7-11-5 (精裝)
雲水日月. 2, ◎符芝瑛/著話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8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7-12-2 (精裝)

雲水樓拾語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40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6-80-4 (精裝)

跑出巔峰: 越慢越快,從衣索比亞跑
者的逆境思考術,學習如何戰勝自我、
改 變 人 生 / 麥 可 . 克 羅 利 (Michael
Crawley)著; 陳卓均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墨刻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89-581-8 (EPUB)
短舌/黃文傑作 .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
科技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26-910-6 (EPUB)
給自己 10 樣人生禮物/褚士瑩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田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179-668-0
(EPUB)
視在哈囉: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
學系畢業專刊. 第 15 屆= On the art
road: the 15th graduation exhibition
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and Design
Nanhua University/湯涵茹, 周詩婕, 李
梵宇, 吳桂姈執行編輯 .-- 初版 .-- 嘉
義縣 : 南華大學, 11005 .-- 112 面; 23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109-78-2 (精
裝)
就你最聰明!: 走出畫地自限的傲慢
與偏見,Big 4 資深顧問的職場心理
學/安達裕哉著; 卓惠娟, 蔡麗蓉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2-2-7
(PDF)
就你最聰明!: 走出畫地自限的傲慢
與偏見,Big 4 資深顧問的職場心理
學/安達裕哉著; 卓惠娟, 蔡麗蓉譯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方舟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72-5-8
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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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車輕旅: 自由自在的一日小旅行
/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墨刻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89-570-2 (PDF)
尋找屬於自己的 12 使徒(經典新版):
因威士忌而美好的探索之旅/林一峰
(Steven LIN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
好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404-9-6 (PDF)
尋找屬於自己的 12 使徒(經典新版):
因威士忌而美好的探索之旅/林一峰
(Steven LIN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
好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21-1-5 (EPUB)
森林王子: 毛哥力的叢林故事集/魯
德亞德.吉卜林(Rudyard Kipling)作;
鄭碧如譯; 李軍翰朗讀 .-- 臺北市 :
漫遊者文化, 11005 .-- 約 650 分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89-481-9 (線
上有聲書(MP3)) NT$320
菇的呼風喚雨史/顧曉哲著; 林哲緯
繪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積木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59-323-1 (EPUB)
尋味咖啡: 跟著杯測師認識咖啡 36
味,找到最對味的咖啡/王人傑著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漫 遊 者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489-485-7 (EPUB)
黃金時代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9-9 (EPUB)
惡妻惡女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16-9 (EPUB)
植物藝術繪畫聖經: 美國最具權威的
ASBA 協 會 頂 尖 畫 師 教 你 畫 /The
American Society of Botanical Artists
著; 杜蘊慧, 紀瑋婷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麥浩斯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8-688-7 (EPUB)
最後一里路: 請不要在快要成功的時
候放棄/王郁陽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53-3 (EPUB)
無相山: 洛貞水墨作品集= Mountain
beyond appearance: Lo-Tsen's ink brush
works/洛貞創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阿波羅畫廊, 11005 .-- 36 面; 26 公

分 .-- ISBN 978-986-88089-5-9 (平裝)
NT$350
雅思口說聖經/Amanda Chou 著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倍斯特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95-4-7 (PDF)
最後的太空人/David Wellington 著;
葉旻臻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獨步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80-72-8 (EPUB)
最後的帝國: 大清龍旗飄落與民國崛
起的始末/金滿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大都會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97-7-2 (EPUB)
港室常隱/余奕凱, 陳梓健作 .-- 二
版 .-- 臺中市 : 余奕凱, 11005 .-- 16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8844 (平裝) NT$800
給冥王星(2021 經典版)/張惠菁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77-7
(EPUB)
給冥王星(2021 經典版)/張惠菁著 .-二版 .-- 新北市 : 木馬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59-978-4
(PDF)
舒旅金瓜石/賴舒亞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82-6 (EPUB)
舒旅金瓜石/賴舒亞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86-4 (PDF)
智恩律師教您生活法律: 面對車禍不
慌張,十招讓您保平安/王智恩著 .-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藝術
家協會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1-0-1 (PDF)
黃巢民變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73-2 (EPUB)
結婚沒有保證書: 甜蜜沒有保存期限,
讓夫妻愛情不變質的幸福私語/謝蘭
舟, 李喜軍主編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65-6 (EPUB)
菜鳥經絡手冊: 第一次經絡按摩就上
手,超激實用的人體速效穴位,拯救便
祕、0 食慾、性趣缺缺的你!/許承翰,
蕭言生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16-654-0 (EPUB)

策略管理: 實務個案分析/戴國良
著 .-- 六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81-4
(PDF)
殘 章 與 斷 片 : 顏 妤 庭 個 展 . 2021=
Fragments and Remnants: Yen Yu-ting
Solo Exhibition/顏妤庭[作] .-- 臺北市 :
赤粒藝術, 11006 .-- 40 面; 26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708-0-6 ( 精 裝 )
NT$500
單接縫裁剪版型研究/夏士敏著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94-4 (PDF)
超萌.百變造型波蘿麵包: 日本媽媽
獨創,可愛造型祕訣大公開,在家做出
超驚豔波蘿麵包 50 款/花田惠理子
著; 蔡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429-6 (EPUB)
超萌.百變造型波蘿麵包: 日本媽媽
獨創,可愛造型祕訣大公開,在家做出
超驚豔波蘿麵包 50 款/花田惠理子
著; 蔡麗蓉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
實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7-432-6 (PDF)
渴愛的青春: 婦幼及少年警察隊隊長
十年專業經驗談,帶孩子遠離傷害的
成長書/邱子珍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創意市集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69-03-6 (EPUB)
最新法國葡萄酒全書/周寶臨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書泉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451-226-3 (PDF)
超業筆記: 銷售力,就是你的免疫力/
鄭立德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6-01-8 (EPUB)
創意發想圖鑑/堀公俊著; 周若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30-2 (EPUB)
創意發想圖鑑/堀公俊著; 周若珍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33-3 (PDF)
喔嗨優!日本人天天會用的日語短句/
雅典日研所編著 .-- 新北市 : 雅典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463-4-4 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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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榮父母,帶來祝福/丹尼斯.雷尼
(Dennis Rainey), 大 衛 . 波 伊 (David
Boehi)著; 陳茗芬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2-0-7
(EPUB)
尊榮父母,帶來祝福/丹尼斯.雷尼
(Dennis Rainey), 大 衛 . 波 伊 (David
Boehi)著; 陳茗芬譯 .-- 一版 .-- 新北
市 : 台灣學園傳道會出版部, 11005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592-2-1
(PDF)
結構式遊戲治療技巧實務 /鄭如安,
劉秀菊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99-9 (PDF)
無蜜的蜂群/宋尚緯作.朗讀 .-- 臺北
市 : 鏡文學, 11005 .-- 約 180 分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97-71-2 (線上
有聲書(MP3))
超維度思考: 擺脫盲點,用科學拉高
維 度 , 精 準 透 視 世 界 / 湯 毅 虹 (Ziya
Tong)著; 洪慧芳譯 .-- 臺北市 : 方言
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0-17-2 (PDF)
華爾街裡的數學鬼才: 從愛德華.索
普到詹姆斯.西蒙斯創造的量化交易
神話/史考特.派特森(Scott Patterson)
著; 盧開濟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65-2 (EPUB)
超圖解談判學/鍾從定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91-3 (PDF)
博瑪榭<<費加洛的婚禮>>/楊莉莉譯
注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藝術大學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588-3-5 (PDF)
焦慮世代的安心教養: 放下憂懼,陪
伴 I 世代孩子,共同迎接瞬息萬變的
未 來 世 界 / 瑪 德 琳 . 勒 文 (Madeline
Levine)著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69-3 (PDF)
焦慮世代的安心教養: 放下憂懼,陪
伴 I 世代孩子,共同迎接瞬息萬變的
未 來 世 界 / 瑪 德 琳 . 勒 文 (Madeline
Levine)著; 鄭煥昇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聯經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08-5883-9 (EPUB)

智慧的箴言: 箴言. 第 14 集= 지혜의
장언/鄭明析著; 明言翻譯部翻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明人出版, 11006 .-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8957-4-3 (精裝) NT$360
智慧科技與前瞻應用專利布局分析/
陳賜賢, 張曉珍, 張艾婷, 官盛堯, 黃
靖凱, 蘇偉綱, 廖彥宜, 甘岱右, 楊長
鳴, 楊可歆, 林凱琳作 .-- 臺北市 : 資
策會產情所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581-822-7 (PDF)
黃龍湯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8-2 (EPUB)
循環: 大學學習那些事/路小瘋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清 文 華 泉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34-1 (EPUB)
朝鮮王朝面面觀/朝鮮社會研究會著;
游芯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永望文
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983-8-6 (EPUB)
朝鮮王朝面面觀/朝鮮社會研究會著;
游芯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永望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8983-9-3 (PDF)
無聲息的歌唱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72-9 (精裝)
循環經濟材料與工法: 工法開發、性
能評估、與發展方向/葉玉祥編著 .-初版 .-- 臺南市 : 葉玉祥, 11005 .-113 面; 29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8877-6 (平裝)
畫鏡: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
妝系進修部二技畢業成果發表專刊.
110 級/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
彩妝系 110 進修部二技作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正修科大妝彩系, 11006 .-48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68997-1 (平裝)
視覺化行銷的 71 種技巧/泰勒.雷薩
德, 馬可士.薛萊登著; 陳筱宛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54-4 (EPUB)
華嚴宗思想史/劉貴傑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39-2 (PDF)

華嚴經普賢十大願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45-65-9 (精裝)
視聽牆: 解讀家居細節設計/李江軍
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97-7 (EPUB)
媒體報導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91-38-9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39-6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40-2
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42-6 (第 5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91-41-9 (第 4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91-43-3 (第 6 冊:精裝)
愛,需要勇敢: 創造幸福連結的關係
練習/康思云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親子天下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05-029-7 (EPUB)
愛.慾浮世繪: 日本百年極樂美學,菊
與劍外最輝煌的情色藝術史/提蒙.史
克 里 奇 (Timon Screech) 著 ; 郭 騰 傑
(Jerry Kuo)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
意市集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34-73-8 (EPUB)
*電子化企業經營管理理論暨實務研
討會論文摘要集. 第二十二屆/大葉
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編著 .-- 初版 .-彰化縣 : 大葉大學資管系, 11005 .-1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257-2-3 (平裝) NT$400
愛上不完美的自己/女王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70-7 (EPUB)
愛上不完美的自己/女王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13-8980-6 (PDF)
愛子台語詩文匯集/吳愛子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李明哲, 11005 .-- 308
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629 (平裝) NT$500
愛上經濟: 一個談經濟學的愛情故事
( 暢 銷 紀 念 版 )/ 羅 索 . 羅 伯茲 (Russell
Roberts)著; 李靈芝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經濟新潮社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579-2-0 (EPUB)
萬民方言聖經音譯工具箱(使用說明
書)/林泰鐘(Jonathan Lin)作 .-- 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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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 .-- 臺 北 市 : 華 冠 拼 音 書 籍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10-0-2 (PDF)
新世代閱讀與寫作/各校名師編著 .-再版 .-- 臺中市 : 五丰文化, 11006 .-冊 .-- ISBN 978-986-06489-1-1 (上冊:
平 裝 ) NT$193 .-- ISBN 978-98606489-2-8 ( 下 冊 : 平 裝 ) NT$193 .-ISBN 978-986-06489-3-5 (全套:平裝)
亂世英雄傾國淚/陳崇民著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45-8 (EPUB)
當代教育議題研究/吳清山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11-535-7 (PDF)
當代基督十架: 在 21 世紀重回救贖
的原點/斯托得 (John Stott)著; 劉良淑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847-4 (EPUB)
遍地血腥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18-3 (EPUB)
溫宇航五十.<<牡丹亭>>往今情話/
溫宇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053-6 (EPUB)
溫宇航五十.<<牡丹亭>>往今情話/
溫宇航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13-9059-8 (PDF)
萬有醫始/周昭亮作 .-- 臺北市 : 秀威
資訊科技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26-913-7 (EPUB)
當你不知如何禱告/琳達.薛菠(Linda
Evans Shepherd)著; 明心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道聲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00-359-4 (PDF)
煙囪之島: 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
日子/房慧真, 何榮幸, 林雨佑, 蔣宜
婷作; 鄭師誠朗讀 .-- 臺北市 : 春山
出版, 11005 .-- 約 170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97-4-0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499 .-- ISBN 978-98606597-5-7 ( 線 上 有 聲 書 (WAV))
NT$499
想我眷村的兄弟們: 我的家族勞動紀
事/朱天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7-410-2 (EPUB)

當你想要學民樂/芊語芊尋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24-2
(EPUB)

ISBN 978-986-06291-4-9 ( 平 裝 )
NT$1580
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68-7 (EPUB)

聖明極盛之世?: 明清社會史論集/徐
泓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63-1 (PDF)

奧客退散/島田直行著; 郭凡嘉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44-2
(EPUB)

聖明極盛之世?: 明清社會史論集/徐
泓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76-1 (EPUB)

奧客退散: 好的服務業要有不服務的
勇氣/島田直行著; 郭凡嘉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 11007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42-42-8 (PDF)

經典文學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352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955 (精裝)

經典與非典: 文學世紀初/周芬伶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蔚藍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4-47-2 (EPUB)

新知研討會蛋雞飼養與營養線上研
討會. 110 年度/夏良宙主編 .-- 初
版 .-- 屏 東 縣 : 育 宙 農 業 生 技 ,
11005 .-- 125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9774-4-9 (平裝)

電波聲外文思漾: 黃鑑村(青釗)文學
作品暨研究集/顧振輝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蔚藍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04-46-5 (EPUB)

極品桃臀寫真集: 為臀控量身打造的
完美聖典!/須崎祐次攝影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7 .-- 86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626-304-695-5
(平裝)

猿始: 我們為什麼會有人性與個性?
鬥爭、從眾、好色、馴化,一場關於
人類本能的終極探索/孟慶祥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67-0 (EPUB)

經典家常炒時蔬/本書編寫組編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81-6 (EPUB)
經典家常燒肉/本書編寫組編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98-4 (EPUB)
經典家常麵食/本書編寫組編著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崧 燁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82-3 (EPUB)
落花時節: 記憶中的家族長輩/逸之
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華夏出版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1-89-7 (PDF)
萬事問培根: 你的人生煩惱,塵世哲
學家有解方/法蘭西斯.培根(Francis
Bacon)著; 談瀛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78-9 (EPUB)
萬事問培根: 你的人生煩惱,塵世哲
學家有解方/法蘭西斯.培根(Francis
Bacon)著; 談瀛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9084-0 (PDF)
愛的絮語占卜卡= Whispers of love/安
潔拉.哈特菲爾德(Angela Hartfield)著;
黃春華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生命潛
能文化, 11008 .-- 128 面; 20 公分 .--

會計大師破解讀財報最常犯的 40 個
誤解: 公司倒閉的老闆,大多數不懂
財務!財務三表不只老闆要看,更能幫
你升職加薪當主管。/古田圡滿作;
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47-3 (EPUB)
會計大師破解讀財報最常犯的 40 個
誤解: 公司倒閉的老闆,大多數不懂
財務!財務三表不只老闆要看,更能幫
你升職加薪當主管。/古田圡滿作;
李貞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42-48-0 (PDF)
會計之神教我的金錢守則: 一生不再
為錢困擾的會計智慧/天野敦之著;
婁愛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6-64-0 (PDF)
會計之神教我的金錢守則: 一生不再
為錢困擾的會計智慧/天野敦之著;
婁愛蓮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幸福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6-65-7 (EPUB)
腸胃知道答案: 發現人體消化之旅/
丁彬彬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
華泉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6-40-2 (EPUB)
該是時候保養身體,你已經不年輕了:
拒絕三高,遠離阿茲海默,銀髮族的健
康日記/許承翰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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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是唯一的吸引力法則: 聽高靈談情.
說愛/Asha 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
周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34-73-7 (EPUB)
資訊安全產業發展趨勢與新創案例/
童啟晟, 高昶易, 李震華, 蕭榮興, 吳
建興, 周哲賢, 曾華銳, 資訊應用研究
團隊, 服務創新研究團隊作 .-- 臺北
市 : 資策會產情所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581-823-4 (PDF)
*當時明月在: 客家妹陳鳳招的百年
物語/黃旐濤著 .-- 苗栗縣 : 原晟企業,
11005 .-- 124 面; 2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96442-3-5 (平裝) NT$300
愛倫坡故事集/埃德加.愛倫.坡原作;
王子芸朗讀 .-- 臺北市 : 尚儀數位學
習, 11006 .-- 約 247 分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582-5-5 (線上有聲書
(MP3)) NT$250
萬能店員: 我的便利、你的過勞,超
商的社會代價/張立祥著 .-- 初版 .-台北市 : 游擊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604-0-1 (PDF)
會展英文= English essentials for the
MICE industry/Nigel Daly 作 .-- 1 版 .- 臺北市 : 經濟部國貿局, 11007 .-25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33172-6 (平裝) NT$450
暗殺世界史: 從 4000 年的暗黑殺手
行動,窺探人性中的陰謀算計,歷史也
因 此 改 變 / 約 翰 . 維 辛 頓 (John
Withington)著; 林資香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墨刻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289-579-5 (EPUB)

想做主管必先學會斷捨離: 猶豫不能
成大事,成功者都是善於決斷的人/楊
仕昇, 冷新心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66-3 (EPUB)
運動改造大腦: 活化憂鬱腦、預防失
智腦,IQ 和 EQ 大進步的關鍵/約翰.
瑞提, 艾瑞克.海格曼作; 謝維玲譯 .-第 四 版 .-- 新 北 市 : 野 人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31-7 (PDF)
運動改造大腦: 活化憂鬱腦、預防失
智腦,IQ 和 EQ 大進步的關鍵/約翰.
瑞提, 艾瑞克.海格曼作; 謝維玲譯 .-第 四 版 .-- 新 北 市 : 野 人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4-534-8 (EPUB)
*腦麻孫騎兩輪車的夢想/吳佳臻, 林
豐隆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霧峰向日
葵家園, 11005 .-- 32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128-3-7 ( 平 裝 )
NT$500
塑造精英二代/施冬健著 .-- 第一版 .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35-8 (EPUB)
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趨勢學術研討
會論文集. 2021 年/ .-- 初版 .-- 嘉義
縣 : 許伯陽, 11006 .-- 200 面; 30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13-1 (平裝)
NT$300
跨越九十,橫出百年: 政治大學外交
系九十週年紀念文集/張憲峰, 林暐
傑, 潘靖岳編輯 .-- 臺北市 : 政大外
交系友會, 11006 .-- 496 面; 23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617-0-5 (精裝)
睢陽之圍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7-5 (EPUB)
經絡解密. 卷六/沈邑穎作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08-6 (EPUB)
聖經(和合本 2010 大字型神版)/ .-新北市 : 聖經公會, 11008 .-- 1938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8-7-2
(精 裝 真 皮 拉鍊 ) .-- ISBN 978-98606268-8-9 (精裝仿皮拉鍊)
聖經(和合本 2010 上帝版)= The Holy
Bible:
Chinese
union
version
2010(RCU)(Shangti edition)/ .-- 新北
市 : 聖經公會, 11008 .-- 1938 面; 19
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8-9-6 (精
裝皮面拉鍊索引)
聖經(和合本 2010 神版)= The Holy
Bible-Chinese
union
version
2010(RCU)(Shen edition)/ .-- 新北市 :
聖經公會, 11008 .-- 1938 面; 19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6268-6-5 (精裝
皮面拉鍊索)
聖經和合本= The holy Bible/ .-- 初
版 .-- 新 北 市 : 聖 經 資 源 中 心 ,
11005 .-- 15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176-3-4 (精裝皮面拉鍊索
引-書法金) .-- ISBN 978-986-06176-41 (精裝皮面拉鍊索引-古典邊框)
詩經的歌謠形式、韻式與韻讀/鄭再
發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2-777-7 (PDF)
電腦與人腦: 現代電腦架構之父馮紐
曼的腦科學講義/馮紐曼著; 廖晨堯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貓頭鷹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62-473-9 (EPUB)
詩歌人間. 1, 詩集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70-5 (精裝)
詩歌人間. 2, 歌集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6-71-2 (精裝)
話說大師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91-21-1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22-8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91-23-5
(第 3 冊:精裝)
話說佛光山. 1, 開山篇. 1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59-7 (精裝)
話說佛光山. 2, 開山篇. 2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60-3 (精裝)
話說佛光山. 3, 人事篇. 1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61-0 (精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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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說佛光山. 4, 人事篇. 2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62-7 (精裝)
話說佛光山. 5, 寺院篇. 1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63-4 (精裝)
話說佛光山. 6, 寺院篇. 2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25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64-1 (精裝)
搖 滾里長的 十個服務 心法 / 邱吉弘
著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中華民國公益
藝術家協會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357-6-8 (PDF)
詩歌偈頌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7-97-9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7-98-6 (第 2
冊:精裝)
新聞華語關鍵詞= Keywords for news
chinese/陳澤美撰稿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世新大學華語文中心, 11005 .-83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606042-7 (平裝) NT$250
愛慾糾葛的新宿二丁目/長谷川晶一
著; 黃雅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
性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20-0-9 (PDF)
愛慾糾葛的新宿二丁目/長谷川晶一
著; 黃雅慧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任
性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620-1-6 (EPUB)
解碼科學好好玩/ 艾拉.施瓦茨(Ella
Schwartz)著; 竹蜻蜓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小麥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8544-82-6 (EPUB)
飼養病症的我們: 生病不能逃避生命,
做自己的心理自療師,培養正能量的
64 條治癒守則/王郁陽, 花榮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655-7
(EPUB)
新編國語辭典/國語字典編輯委員會
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上友,
11007 .-- 1216 面; 15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7648-64-8 (精裝) NT$320
暗數據: 被看到、被聽到、被測量到
的，往往不是「真凶」/大衛.漢德

(David Hand)著; 賴盈滿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大塊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77-03-1 (EPUB)

禽獸王朝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4-4 (EPUB)

傳燈◎符芝瑛/著/星雲大師作 .-- 增
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7-10-8 (精裝)

意識公轉: 歡迎來到地球樂園/吳哲
銘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吳哲銘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43-8915-5 (PDF)

愛默生精選集/拉爾夫.愛默生(Ralph
Waldo Emerson)著; 鄭煥昇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46-1 (EPUB)

農藥這樣選就對了: 安全性管理必備
手冊. 2021/許如君編著 .-- 二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32-3 (PDF)

零噪音: 在專注力稀缺時代,奪回人
生與工作主導權/喬瑟夫.麥柯馬克
(Joseph McCormack)作; 曾婉琳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周刊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57-9054-95-9 (PDF)

詮釋三角: 漢學、比較經學與跨文化
神 學 的 形 成 與 互 動 / 魏 明 德 (Benoît
VERMANDER)著; 謝華, 沈秀臻, 魯
進, 陳文飛譯 .-- 臺北市 : 臺北利氏
學社, 11005 .-- 367 面; 23 公分 .-ISBN 978-957-29848-8-8 (精裝)

傳燈學院教材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5-548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5-55-5 (第 2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986-0785-56-2 (第 3 冊:精裝) .-- ISBN
978-986-0785-57-9 (第 4 冊:精裝) .-ISBN 978-986-0785-58-6 (第 5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5-59-3 (第 6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5-60-9
(第 7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561-6 (第 8 冊:精裝)
遊戲治療: 國小輔導實務/何長珠
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834-7
(PDF)
經 營管 理學術 實務 研討會論 文集 .
2021/李義昭, 連苑廷編輯 .-- 初版 .-高雄市 : 高苑科大經管所, 11005 .-20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6755-74-3 (平裝附光碟片)

解讀數據的技術: 韓國星巴克第一數
據科學家教你讀懂數據必問的十道
題/車賢那著; 蔡佩君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樂金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06479-6-9 (PDF)
厭女的資格: 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
所 當 然 的 不 正 義 ?/ 凱 特 . 曼 恩 (Kate
Manne)作; 巫靜文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麥田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626-310-021-3 (PDF)
種子盆栽真有趣: 無性繁殖 X 直接
種植 X 泡水催芽/張琦雯, 傅婉婷
作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82-87-6
(EPUB)
褚士瑩新書/褚士瑩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大田, 11009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9-669-7 (EPUB)

綠色牢籠: 埋藏於沖繩西表島礦坑的
台灣記憶/黄胤毓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前衛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01-945-4 (EPUB)
對地球最好的企業 Patagonia: 1%地
球稅 x100%有機棉革命、千方百計
用獲利取悅員工、用 ESG 環保商業
力 改 變 世 界 !/ 伊 方 . 修 納 (Yvon
Chouinard)作; 但漢敏譯 .-- 三版 .-- 新
北市 : 野人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384-549-2 (EPUB)
對地球最好的企業 Patagonia: 1%地
球稅 x100%有機棉革命、千方百計
用獲利取悅員工、用 ESG 環保商業
力 改 變 世 界 !/ 伊 方 ． 修 納 （ Yvon
Chouinard） .-- 三版首刷 .-- 新北市 :
野人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4-550-8 (PDF)
蒙罕城傳奇/張系國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16-4 (EPUB)
僧事百講. 1, 叢林制度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3-3 (精裝)
僧事百講. 2, 出家戒法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4-0 (精裝)
僧事百講. 3, 道場行事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1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5-7 (精裝)
僧事百講. 4, 集會共修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6-4 (精裝)

極簡英國史/小林照夫作; 甘為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48-8 (PDF)

臺 中 在 地 學 . 續 編 = School-based
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aichung
part 2/張美雲總編輯 .-- 初版 .-- 臺中
市 : 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會, 11006 .- 120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146-1-1 (平裝)

極簡英國史/小林照夫作; 甘為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49-5 (EPUB)

獄中獄與獄外獄/徐文立, 賀信彤作 .- 臺北市 :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6921-7-5 (EPUB)

僧事百講. 6, 佛教推展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8-8 (精裝)

新舊約聖經故事導覽: 175 個聖經敘
事 的 解 經 與 應 用 / 華 爾 頓 (John
Walton), 金.華爾頓(Kim Walton)著;
施多加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
房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198-855-9 (EPUB)

滴天髓精注案例解/刘丙寅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江炫宏, 11005 .-- 352
面; 24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43-89339 (平裝)

銀河鐵道之夜: 照亮徬徨人心的永恆
曙光,宮澤賢治經典短篇集/宮澤賢治
作; 劉子倩譯; 凌嘉陽, 盧天怡朗讀 .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約
180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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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事百講. 5, 組織管理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37-1 (精裝)

0741-20-9 ( 線 上 有 聲 書 (MP3))
NT$320
說故事高手: 讓人歡喜、感動人心的
表達技巧!/戴晨志著 .-- 二版 .-- 臺中
市 : 晨星, 11012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82-90-6 (PDF)
*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研討會論文集.
2021/張振松編著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
南開科大, 11005 .-- 180 面; 29 公分 .- ISBN 978-986-96371-8-3 (平裝附光
碟片)
與耶穌一起,談愛情: 從交往到婚姻,
讓愛延續的兩性相處秘訣/傑弗森.貝
斯齊(Jefferson Bethke), 艾莉莎.貝斯
齊(Alyssa Bethke)合著; 童貴珊譯 .-新版 .-- 臺北市 : 啟示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6390-3-2
(EPUB)
蒙 特梭利的 父母說話 課 /島村華子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06-7 (EPUB)
蒙特梭利的父母說話課/島村華子著;
陳冠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7-409-8 (PDF)
說真話卻不惹人嫌的方法/野野村友
紀子著; 林佑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20-6 (PDF)
說真話卻不惹人嫌的方法/野野村友
紀子著; 林佑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是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42-25-1 (EPUB)
製造中國: 8 個習以為常的近代中國
關鍵詞/比爾.海頓(Bill Hayton)著; 林
添貴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10-027-5 (PDF)
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
會摘要集. 2021 年= Proceedings of the
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
Management Sciences and Decision
Making/陳水蓮總編輯 .-- 新北市 : 淡
大管科系, 11005 .-- 64 面; 29 公分 .-ISBN 978-957-8736-86-3 (平裝)
辣問愛情: 為什麼你還是一個人?/青
音, 汪冰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
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16-699-1 (EPUB)

管理學速成讀本/中川功一著; 趙鴻
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305-1 (PDF)
管理學速成讀本/中川功一著; 趙鴻
龍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葉社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70-307-5 (EPUB)
團隊拓展訓練遊戲/張祥斌主編 .-第 一 版 .-- 臺 北 市 : 清 文 華 泉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25-9 (EPUB)
精進書寫能力. 2, 思辨與論說文寫作
篇/李智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五
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816-3 (PDF)
圖解公共衛生學/顧祐瑞著 .-- 四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33-0 (PDF)
圖解犯罪心理學/楊士隆著 .-- 二版 .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01-9 (PDF)
圖解西洋史/王惠玲著 .-- 一版 .-- 臺
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69-2 (PDF)
對話的力量: 以一致性的溝通,化解
內在冰山/李崇建, 甘耀明作; 張心哲
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 11005 .-- 約
440 分 面 ;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5497-69-9 (線上有聲書(MP3))
銘傳建築畢業專刊. 109= Ming Chuan
University Dept. of Architecture thesis
design/銘傳大學建築學系第十八屆
作 .-- 桃園市 : 銘傳大學建築系,
11006 .-- 312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8584-27-3 (平裝) NT$700
夢遊書/簡媜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54-6 (EPUB)
實業家的二林：林本源製糖關係事
件/許丙, 許伯埏手稿; 許玉暄監修;
李柏亨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蒼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99727-7-2 (EPUB)
圖解遺傳學/黃介辰, 馮兆康, 張一岑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76-0
(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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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榮之妻/太宰治著; 陳系美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13-1 (EPUB)
維榮之妻/太宰治著; 陳系美譯 .-- 二
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0741-14-8 (PDF)
與酵母共舞: 跟著火頭工了解發酵的
科學原理,做出屬於你的創意麵包/吳
家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70-9 (PDF)
與酵母共舞: 跟著火頭工了解發酵的
科學原理,做出屬於你的創意麵包/吳
家麟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聯經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08-5884-6 (EPUB)
酸種麵包 sourdough/羅利.艾倫(Roly
Allen)著; 黃詩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積木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459-320-0 (EPUB)
瘋潮行銷: 華頓商學院最熱門的一堂
行銷課!6 大關鍵感染力,瞬間引爆大
流行(暢銷新裝版)/約拿.博格(Jonah
Berger)著; 陳玉娥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96-7 (PDF)
瘋潮行銷: 華頓商學院最熱門的一堂
行銷課!6 大關鍵感染力,瞬間引爆大
流行(暢銷新裝版)/約拿.博格(Jonah
Berger)著; 陳玉娥譯 .-- 三版 .-- 臺北
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13-8999-8 (EPUB)
瘋癲.夢境.神曲: 天才達利展導覽手
冊/Montse Aguer, Hsu Fen-Lan, Carme
Ruiz 作 .-- 臺北市 : 時藝多媒體,
11006 .-- 80 面; 26 公分 .-- ISBN 978986-95715-1-7 (平裝) NT$350
臺灣的海外客家研究/張翰璧, 蕭新
煌主編 .-- 初版 .-- 高雄市 : 巨流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32-615-7 (PDF)
臺灣珠寶藝術學院指定使用 制霸珠
寶設計 3Design 電腦製圖軟體/鄭宗
憲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布克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8-78-8 (EPUB) NT$1500
臺灣期貨交易所年報. 中華民國一 0
九 年 度 = Taiwan Futures Exchange
2020 annual report/ .-- 臺北市 : 臺灣期

貨交易所, 11006 .-- 96 面; 30 公分 .-ISBN 978-986-94862-4-8 (精裝)
臺灣總統選舉/小笠原欣幸著; 李彥
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2-08-3 (EPUB)
臺灣總統選舉/小笠原欣幸著; 李彥
樺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家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62-09-0 (PDF)
魅力領導學: CEO 魅力教練解析領
導者的 35 道形象改造題/陳麗卿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19-53-7 (EPUB)
*廠內安全距離及保留空地相關規定
/姚俊旭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jun,
11004 .-- 107 面; 30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80-6 (平裝)
熱什哈爾: 珍貴的露珠/關裏爺著; 張
承志, 馬學華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網路與書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615-0-7 (EPUB)
論文統計分析實務: SPSS 與 AMOS
的運用/陳寬裕, 王正華著 .-- 四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793-7 (PDF)
談文學/朱光潛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771-5 (PDF)
瘦出好體質: 一輩子受用的中醫享瘦
聖經(全新修訂.健康升級版)/陳建輝,
蕭善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
集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34-90-5 (EPUB)
請代我問候/三毛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皇冠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33-3738-6 (PDF)
論老年.論友誼.論責任/西塞羅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五南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2-770-8 (PDF)
餓死宮城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25-1 (EPUB)
衝吧!JUST GO FOR IT.: 加拿大打工
度假/移民/愛爾比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愛爾比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02-0-3 (EPUB3)
NT$350

寫吧!為了抵達自己: 放下自卑與恐
懼,重新認識自己的寫作練習/沒力史
翠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23-9 (EPUB)
寫吧!為了抵達自己: 放下自卑與恐
懼,重新認識自己的寫作練習/沒力史
翠普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25-3 (PDF)
寫作吧!一篇文章的生成/蔡淇華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38-3
(PDF)
寫作吧!一篇文章的生成/蔡淇華著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7 .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46-8
(EPUB)
談判是無限賽局: 上千企業指定名師
教你創造長久利益的 123 法則/李思
恩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先覺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34-389-1 (EPUB)
數位產品設計心理學: 好介面做了什
麼,讓使者用改變行為模式?/艾米.布
秋(Amy Bucher)著; 張小蘋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大寫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689-61-8 (EPUB)
談判絕學(暢銷新裝版): 世界談判之
神親自傳授/豊福公平著; 賴祈昌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24-1 (PDF)
談判絕學(暢銷新裝版): 世界談判之
神親自傳授/豊福公平著; 賴祈昌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25-8 (PDF)
談判絕學(暢銷新裝版): 世界談判之
神親自傳授/豊福公平著; 賴祈昌
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07-428-9 (EPUB)
養股,我提早 20 年財富自由/黃嘉斌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31-2 (EPUB)
養股,我提早 20 年財富自由/黃嘉斌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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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32-9 (PDF)
蔣爸爸把喜歌劇變有趣了!: 魔笛 費
加洛的婚禮 卡門/潘錫鳳, 蔣國男文;
林詩涵圖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音樂向
上, 11006 .-- 193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85531-8-7 (平裝) NT$300
熬夜和想你,我都會戒掉/雲晞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37-6
(PDF)
熬夜和想你,我都會戒掉/雲晞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13-9045-1
(EPUB)
慧玩科學: 讓學生著迷的 200 個科學
遊戲/馬立濤編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清文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486-30-3 (EPUB)
論幸福: 「現代蘇格拉底」哲學家阿
蘭的教導,成為自己的思想者,在各種
環境中保持快樂的藝術/阿蘭(Alain)
著; 潘怡帆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344-991-1 (PDF)
趣味醫療史: 腦科醫師的私房故事;
身體,疾病,與醫學的古往今來/汪漢
澄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4-964-5 (EPUB)
豬皇帝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74-9 (EPUB)
慧炬映輝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43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764 (精裝)
劉炯朗開講: 3 分鐘理解自然科學/劉
炯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24-6 (PDF)
劉炯朗開講: 3 分鐘理解自然科學/劉
炯朗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13-9035-2 (EPUB)
談淨土法門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
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27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45-63-5 (精裝)

慾望的魔術師/谷崎潤一郎著; 陳系
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1-10-0 (EPUB)
慾望的魔術師/谷崎潤一郎著; 陳系
美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大牌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1-12-4 (PDF)
寫給入門者的西洋美術小史(增修新
版)/章伊秀, 邱建一, 水瓶子著 .-- 初
版 .-- 臺中市 : 好讀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78-544-8 (EPUB)
墮落的人腦: 從神經科學解讀傲慢、
貪吃、好色、懶惰、貪心、嫉妒與
暴怒,探究我們難免使壞,犯下小奸小
惡 背 後 的 科 學 / 傑 克 . 路 易 斯 (Jack
Lewis)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235-952-5 (EPUB)

閱讀的故事/唐諾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53-9 (EPUB)
橋上的孩子/陳雪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41-6 (EPUB)
親子圖卡互動小書/羅家玲, 楊芷惟
作 .-- 初版 .-- 南投縣 : 羅家玲,
11006 .-- 23 面; 15 公分 .-- ISBN 978957-43-8975-9 (平裝) NT$500
辦公室的閱讀空氣說話術/蔡祐吉編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識博管理顧問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35-2-7 (PDF)
螢火蟲去探險: 教學手冊(7-12 個月)/
廖婉真文; 陳文綺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
11006 .-- 2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47-7-8 (平裝)

廢話時代: 儘管沉默是一種貢獻,瞎
掰也是一種表現/李文臣著 .-- 第一
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16-700-4
(EPUB)

歷史只露半邊臉: 求仙、殺宰相、文
字獄......血腥中帶著一點搞笑的君臣
日常!/劉緒義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
市 : 崧燁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16-669-4 (EPUB)

蔣經國的台灣時代: 中華民國與冷戰
下的台灣/林孝庭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8-101-0 (EPUB)

歷史教你說話/林毅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36-9 (PDF)

蔣經國的台灣時代: 中華民國與冷戰
下的台灣/林孝庭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遠足文化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08-102-7 (PDF)
蝴蝶/陳雪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7-443-0 (EPUB)
踮踮腳,變年輕!: 奧運強化教練教你
3 秒告別疼痛、駝背,立刻年輕 10
歲!/飯田潔著; 林佩玟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32-9134-3 (EPUB)
數學實用定理: 擺脫死背解題!養成
數學的思考方式,日常生活中受用無
窮的實用定理!/小宮山博仁著; 黃姿
瑋譯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 晨星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82-92-0 (EPUB)
箭藝與禪心/奧根.海瑞格作; 魯宓譯;
楊日瀚朗讀 .-- 臺北市 : 鏡文學,
11005 .-- 約 180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497-68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
歷史教你說話/林毅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57-13-9044-4 (EPUB)
錢包裡的世界史: 從黃金、白銀到比
特幣,貨幣如何改變我們?/宮崎正勝
著; 林詠純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今
周刊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9054-93-5 (PDF)
學生標準國語辭典/國語字典編輯委
員會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南市 : 上友,
11007 .-- 1408 面; 13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7648-65-5 (精裝) NT$280
獨角獸專案: 看 IT 部門如何引領百
年企業振衰起敝,重返榮耀/Gene Kim
原著; 沈佩誼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碁峰資訊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02-853-4 (PDF)
憶往述懷: 我的司法人生/翁岳生口
述; 李建良主筆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186-2 (EPUB)
隨波勵行/姚鈦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典藏世家創意文化, 11005 .-- 204 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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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3347-4-7
(平裝) NT$320
隨波勵行/姚鈦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典藏世家創意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3347-5-4 (PDF)
錢要投資 賺到退休 賺到自由健康:
阮慕驊的人生體悟/阮慕驊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683-6
(EPUB)
駭客思維: 抓出生活中的不合理,優
化你的人生/小約瑟夫.雷格爾(Joseph
M. Reagle Jr.)著; 吳宜蓁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究竟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37-329-4 (EPUB)
戰疫浮生錄: 新冠病毒威震八方的省
思/莊錦豪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時
報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3-8993-6 (PDF)
橫挑強鄰/司馬光原著; 柏楊譯 .-- 二
版 .-- 臺北市 : 遠流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32-9175-6 (EPUB)
濃情淡日: 一盞茶、一方藥、一塊錶。
= Love and lifes in Tamsui,tea,timepiece
and Chinese herbs/10902 學期歷史人
口理論與應用修課之學生作 .-- 初
版 .-- 新北市 : 淡大歷史系, 11005 .-5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873690-0 (平裝) NT$350
隨堂開示錄. 1, 教育講習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74-6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0, 青年勉勵. 3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6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3-8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1, 青年勉勵. 4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4-5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2, 講座論壇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5-2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3, 講座論壇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6-9 (精裝)

隨堂開示錄. 14, 講座論壇. 3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1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7-6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5, 集會共修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8-3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6, 集會共修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9-0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7, 集會共修. 3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0-6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8, 集會共修. 4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5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1-3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19, 對談專訪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2-0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, 教育講習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75-3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0, 對談專訪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3-7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1, 對談專訪. 3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9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4-4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2, 對談專訪. 4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5-1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3, 對談專訪. 5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6-8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4, 對談專訪. 6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7-5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5, 各類致詞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
版社, 11008 .-- 26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8-2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6, 各類致詞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99-9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7, 各類致詞. 3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6-00-2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28, 各類致詞. 4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28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6-01-9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3, 教育講習. 3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76-0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4, 教育講習. 4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77-7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5, 教育講習. 5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78-4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6, 教育講習. 6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4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79-1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7, 教育講習. 7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20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0-7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8, 青年勉勵. 1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12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1-4 (精裝)
隨堂開示錄. 9, 青年勉勵. 2/星雲大
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
版社, 11008 .-- 304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785-82-1 (精裝)
鋼琴 9-8 級即興演奏歷屆試題/財團
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.-- 新北
市 : 台灣山葉音樂, 11005 .-- 59 面;
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2-48-6
(平裝)
凝視死亡,找回好好活著的力量!: 腫
瘤名醫與萬千患者的生命對話,帶你
領略生活的意義、活出精采的預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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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/何裕民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大都會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97-5-8 (EPUB)
機智的好撒瑪利亞人: 21 世紀基督
徒助人前要知道的 11 件事/史蒂夫.
考 伯 (Steve Corbett), 布 萊 恩 . 菲 克
(Brian Fikkert)作; 秦蘊璞譯 .-- 新北
市 : 校園書房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98-852-8 (EPUB)
學測物理. 下, 電磁、能量與量子/施
百俊, 許華書, 盧政良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22-824-8 (PDF)
鋼琴範例曲集名曲篇 GRADE. 8 級/
財團法人山葉音樂振興基金會著 .-新北市 : 台灣山葉音樂, 11005 .-- 23
面; 3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2-479 (平裝)
*燊路.心路: 葉燊在大時代裡的人生
小傳/葉燊作; 葉于奇, 葉果, 葉樹毅,
關嘉穎, 葉樹涵, 葉樹姍, 葉樹茵, 葉
德輔, 葉德維, 葉德翎, 葉德容, 吳道
沄信件作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葉樹姍,
11005 .-- 121 面; 24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43-8870-7 (平裝)
機器學習: 彩色圖解+基礎微積 分
+Python 實作: 王者歸來/洪錦魁著 .-第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深 智 數 位 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76-05-8 (PDF)
機器學習: 彩色圖解+基礎微積 分
+Python 實作: 王者歸來(全彩)/洪錦
魁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深智數位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1-97-6 (PDF)
機器學習: 彩色圖解+基礎數學 篇
+Python 實作: 王者歸來/洪錦魁著 .-第 二 版 .-- 臺 北 市 : 深 智 數 位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1-98-3 (PDF)
瓢蟲找媽媽: 教學手冊(4-6 個月)/廖
婉真文; 陳文綺圖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新北市寶貝媽咪托嬰中心, 11006 .-22 面 ; 30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06347-4-7 (平裝)
聲入 Spotify: 瑞典小新創如何顛覆音
樂 產業 商業模 式 , 改變 人們 收聽 習
慣?/斯凡.卡爾森(Sven Carlsson), 約納
斯.萊瓊霍夫德(Jonas Leijonhufvud)著;
李其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5-00-4 (EPUB)

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52-0 (PDF)

聲入 Spotify: 瑞典小新創如何顛覆音
樂 產業 商業模 式 , 改變 人們 收聽 習
慣?/斯凡.卡爾森(Sven Carlsson), 約納
斯.萊瓊霍夫德(Jonas Leijonhufvud)著;
李其融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日月文
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95-04-2 (PDF)

聰明工作,讓你更自由/大衛.芬克爾
(David Finkel)著; 王瑞徽譯 .-- 初版 .- 臺北市 : 平安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96-20-0 (PDF)

壓力管理大腦使用手冊: 科學鍛鍊大
腦最佳狀態,高壓下保持清晰思維/朱
利安.福特(Julian Ford), 喬恩.沃特曼
(Jon Wortmann)著; 廖亭雲譯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日出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5515-68-3 (EPUB)
膽小鬼勿看的日本文學/柳田國男,
田中貢太郎著; 侯詠馨, 張嘉芬譯 .-初 版 .-- 臺 北 市 : 四 塊 玉 文 創 ,
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5510-787 (全套:平裝) NT$619
薪火相傳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447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7-757 (精裝)
總目錄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8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440 (精裝)
韓式天然香氛蠟燭/金惠美著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創意市集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69-02-9
(EPUB)
邁 向永續發 展的非核 家園 / 王塗發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台灣環境保護
聯盟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545-0-9 (PDF)
戲曲演進史. 一, 導論與淵源小戲/曾
永義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三民,
11005 .-- 520 面; 23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14-7192-1 (平裝)
聰明人才懂的「清單工作術」: 超高
效.一張清單做完所有事/寶拉.里佐
(Paula Rizzo)著; 駱香潔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城邦商業周刊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19-51-3
(EPUB)
聰明人才懂的「清單工作術」: 超高
效.一張清單做完所有事/寶拉.里佐
(Paula Rizzo)著; 駱香潔譯 .-- 初版 .--

環保改造再利用!牛奶盒質感收納小
物 25 款/井上ひとみ, くまだまり,
滝澤澄江, ハセガワエミ著; 曹茹蘋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臺灣東販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4-632-0 (EPUB)

講演集. 1, 學佛與求法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63-0 (精裝)
講演集. 10, 人間與實踐/星雲大師
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
社, 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72-2 (精裝)
講演集. 2, 佛教與生活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40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64-7 (精裝)

總索引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80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91-457 (精裝)

講演集. 3, 佛教與青年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68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65-4 (精裝)

韓國性暴力事件套書: 我是金智恩&
您已登入 N 號房/金智恩, 追蹤團火
花作; 簡郁璇, 胡椒筒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時報文化, 11006 .-- 冊 .-ISBN 978-957-13-9026-0 (全套:平裝)
NT$780

講演集. 4, 佛法與義理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66-1 (精裝)

講理就好/洪蘭著 .-- 三版 .-- 臺北市 :
遠流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57-32-9149-7 (EPUB)
臂距之外: 行政法人博物館的觀察/
黃心蓉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
術家庭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057-89-9 (PDF)
雖然血淚,我還是喜歡翻譯: 我的書
桌、女兒、老狗,還有那些在工作上
療癒我的日本大作家/權南姬(권남희)
著; 李煥然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馬
可孛羅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09-93-4 (EPUB)
瞬間的感動,永恆的幸福(彩色版)/張
鐵成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培育文化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31-1-4 (PDF)
薪傳智庫 CSR 實務商模戰略/薪傳智
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著 .-- 初
版 .-- 高雄市 : 藍海文化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6041-2-2 (PDF)
檢察再出發/劉哲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5486-26-6 (EPUB)
鍾肇政大河小說論. 第二冊/錢鴻鈞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華文創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711-218-7 (EPUB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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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演集. 5, 人生與社會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36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67-8 (精裝)
講演集. 6, 有情與心識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68-5 (精裝)
講演集. 7, 緣起與還滅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69-2 (精裝)
講演集. 8, 禪學與淨土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70-8 (精裝)
講演集. 9, 宗教與體驗/星雲大師作 .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352 面; 21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5-71-5 (精裝)
營養師教你用 10 種麵包做出 150 款
主餐三明治: 營養均衡、快速完成/
エダジュン著; 安珀譯 .-- 初版 .-- 臺
北市 : 臺灣東販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626-304-635-1 (EPUB)
賺錢公司的採購學: 產品要想賣得好,
先得買得好。懂採購,獲利比銷售賺
更多,下一個高階主管就是你。/肖瀟
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是文化,
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42-18-3 (PDF)
謙謙君子: 中國哲學/劉岩編著 .-- 第
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486-42-6
(EPUB)
療癒風超手感電繪: 只要一支手機,
就 能隨心所 欲的自由 創作 / 鄭斐齡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04-4-1 (PDF)
療癒風超手感電繪: 只要一支手機,
就 能隨心所 欲的自由 創作 / 鄭斐齡
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境好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04-8-9 (EPUB)
鎖住西藏人民的枷鎖: 論簽訂所謂十
七條協議的前因後果/君慈仁, 索朗
多吉著; 頓珠多傑譯 .-- 第一版 .-- 臺
北市 : 雪域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477-1-6 (PDF)
舊物的靈魂: 人類學家的流光飲宴、
古著古書、歲月如瓷和永續生活,關
於時間與存在的深度思索/郭婷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田, 11007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626-310-036-7
(EPUB)
雜訊: 人類判斷的缺陷/丹尼爾.康納
曼(Daniel Kahneman), 奧立維.席波尼
(Olivier Sibony), 凱斯.桑思汀(Cass R.
Sunstein)著; 廖月娟, 周宜芳譯 .-- 一
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74-1 (PDF)
雜訊: 人類判斷的缺陷/丹尼爾.康納
曼(Daniel Kahneman), 奧立維.席波尼
(Olivier Sibony), 凱斯.桑思汀(Cass R.
Sunstein)著; 廖月娟, 周宜芳譯 .-- 一
版 .-- 臺 北 市 : 遠 見 天 下 文 化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25-177-2 (EPUB)
豐盛健康的禱告詞/葉聖通作 .-- 初
版 .-- 臺北市 : 臺北靈糧堂, 11005 .-32 面 ; 21 公 分 .-- ISBN 978-98698245-4-5 (平裝)
職場女性的溝通錦囊/朱強, 郭歡著 .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 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36-5 (EPUB)

簡單吃麵: 用心選料、慢慢享用,最
單純的最美味!/蔡全成著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朱雀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99736-9-4 (EPUB)
薩提爾的親密修復練習/王俊華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19-7
(PDF)
薩提爾的親密修復練習/王俊華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化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07-421-0
(EPUB)
職場精進之路: 從巨嬰到大咖/沐丞
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泉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486-38-9 (EPUB)
謬誤與真相/湯瑪斯.索威爾(Thomas
Sowell)著; 洪慧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4-96-8 (PDF)
謬誤與真相/湯瑪斯.索威爾(Thomas
Sowell)著; 洪慧芳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八旗文化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5524-98-2 (EPUB)
醫學新思維: 破解心血管病難題/耿
世釗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清文華
泉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486-37-2 (EPUB)
藝外言中: 朱振南論墨談彩 北京大
展= Art beyound art/胡懿勳總編輯 .-第二版 .-- 臺北市 : 呅晨, 11006 .-- 96
面; 34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7360-15 (平裝)
懷古慨今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冊 .- ISBN 978-986-0786-47-7 (第 1 冊:精
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48-4 (第 2
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-0786-49-1
(第 3 冊:精裝)
寵物芳香療法: 以精油和純露照顧家
中 寵 物 的 全 方 位 指 南 = Holistic
aromatherapy for animals/克莉斯汀.麗.
貝爾(Kristen Leigh Bell)著; 盧心權,
原文嘉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生命潛
能文化, 11005 .-- 288 面; 21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291-2-5 ( 平 裝 )
NT$400
寵物能量療癒: 透過精微能量,加強
與寵物的連結,守護寵物身心健康/辛
蒂.戴爾(Cyndi Dale)著; 尤可欣譯 .-209

初版 .-- 臺北市 : 商周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0734-50-8
(EPUB)
壞孩子其實很乖: 不打不罵的七堂教
養課,找回你與孩子的親密關係/洪春
瑜著 .-- 第一版 .-- 臺北市 : 崧燁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16-656-4 (EPUB)
邊界與燈/陳芳明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46-1 (EPUB)
藝思錄/楊識宏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12-6 (EPUB)
藝術,原來要這樣看!: 10 個口訣,秒懂
藝術 大師內心 戲 / 奧森. 沃德(Ossian
Ward)作; 田立心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057-92-9 (PDF)
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. 1, 做個有故
事的人/陳麗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813-2 (PDF)
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. 2, 遇見更好
的自己/陳麗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817-0 (PDF)
麗雲老師的人物故事課. 3, 成為自己
的太陽/陳麗雲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822-4 (PDF)
邊緣人手記: 寫給在喧囂中仍孤獨的
我們/馬欣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麥
田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626-310-034-3 (EPUB)
證嚴上人衲履足跡. 二 0 二一年. 春
之卷/釋德[]編撰; 釋德[], 釋德需撰
述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慈濟人文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413-3-2 (EPUB)
覺世論叢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280
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6-736 (精裝)
釋迦牟尼佛傳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
一 版 .-- 高 雄 市 : 佛 光 出 版 社 ,
11008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-0786-828 (第 1 冊:精裝) .-- ISBN 978-9860786-83-5 (第 2 冊:精裝)

籃球預賽各項攻防技術評量分析之
探討: 以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男子隊為
例/陳昭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高
立, 11005 .-- 36 面; 29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78-286-5 (平裝)

驚人大發現!超強動物進化圖鑑: 原
來以前動物長這樣?/今泉忠明作.繪;
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7-446-3 (PDF)

獻給皇帝的禮物: Wedgwood 瓷器王
國與漫長的十八世紀/溫洽溢作; 董
福興朗讀 .-- 臺北市 : 春山出版,
11005 .-- 約 136 分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6597-0-2 (線上有聲書(MP3))
NT$550 .-- ISBN 978-986-06597-1-9
(線上有聲書(WAV)) NT$550

驚人大發現!超強動物進化圖鑑: 原
來以前動物長這樣?/今泉忠明作.繪;
何姵儀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采實文
化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07-448-7 (EPUB)

獻給旅行者 365 日: 中華文化佛教寶
典/星雲大師作 .-- 增訂一版 .-- 高雄
市 : 佛光出版社, 11008 .-- 488 面; 21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0785-62-3 (精
裝)
譯鄉聲影: 文化、書寫、影像的跨界
敘事/施如芳, 吳瑪悧, 黃涵榆, 楊乃
女, 王怡茹, 吳珮慈, 孫松榮, 王萬睿,
林子晴, 王震宇, 陳俊強, 翁素涵, 陳
彥豪, 蔡慶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五南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22-840-8 (PDF)
魔法非洲鼓手. 第三冊. 鼓曲篇= Let's
djembe! for advanced player. book 3/趙
偉竣, 林維茜聯合編著 .-- 初版 .-- 臺
北 市 : JC 趙 偉 竣 音 樂 工 作 室 ,
11006 .-- 72 面; 30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6322-1-7 (平裝)
魔鬼與天使: 郭鬼鬼 Angela 寫真書/
郭鬼鬼作; 藍陳福堂攝影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臺灣角川, 11006 .-- 144 面;
26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24-579-5
(平裝)
權力是演出來的: 史丹佛 MBA 最受
歡迎選修課 教你用演員思維做好自
己的角色、變強大/黛博拉.葛倫費德
(Deborah Gruenfeld)著; 陳琇玲譯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天下雜誌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398-688-1
(EPUB)
權謀六卷(六冊盒裝版)/來俊臣, 長樂
老, 杜預, 劉邵, 李義府, 晏殊原著; 曾
珮琦, 馬樹全譯註 .-- 初版 .-- 臺中市 :
好讀, 11006 .-- 冊 .-- ISBN 978-986178-550-9 (全套:平裝) NT$1750
讀藏指導: 佛經表解/星雲大師作 .-增訂一版 .-- 高雄市 : 佛光出版社,
11008 .-- 80 面; 21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45-74-1 (精裝)

變革時代的校長領導: 理論與實踐/
謝傳崇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元照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11-536-4 (PDF)
讓孩子在情緒裡學會愛: 陪他經歷喜
怒哀樂, 說出真感受/ 澤爸(魏瑋志)
作 .-- 臺北市 : 如何, 11007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136-589-3 (PDF)
靈魂的牧者: 在紛亂的世代中,重新
找回牧養的使命與呼召/畢德生
(Eugene H. Peterson)作; 汪瑩瑩, 應仁
祥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856-6 (EPUB)
靈魂的征途: 安娜普納南壁/克里斯.
鮑寧頓(Chris Bonington)著; 林友民
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臉譜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235-951-8
(EPUB)
維尼、跳虎與台灣民主/朱敬一著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
11004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87-406-5 (EPUB)
人類存在的意義: 一個生物學家對生
命的思索/愛德華.威爾森(Edward O.
Wilson)著; 蕭寶森譯 .-- 二版 .-- 臺北
市 : 如果出版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06627-1-9 (EPUB)

女士合著; 賴庭筠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方智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175-614-1 (EPUB)
零極限實作 Mook/伊賀列阿拉卡.修.
藍 (Ihaleakala Hew Len), KR(Kamile
Rafaelovich)著; 賴庭筠譯 .-- 初版 .-臺北市 : 方智, 11007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175-615-8 (EPUB)
好習慣,害死你: 你以為的好習慣,正
在耽誤你的人生/午堂登紀雄著; 賴
郁婷譯 .-- 再版 .-- 臺北市 : 如果出版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6627-2-6 (EPUB)
佛藏經講義. 第十一輯/平實導師述 .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正智, 11005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99558-7-4 (PDF)
聖經信息系列: 撒母耳記上下/伊凡
斯(Mary J. Evans)作; 黃玉燕譯 .-- 新
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 ISBN 978-986-198-849-8 (EPUB)
ACCS: 馬太福音 14-28 章/曼尼奧.西
蒙尼特(Manlio Simonetti)主編; 林梓
鳳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 11005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-198-850-4
(EPUB)
聖經信息系列: 加拉太書: 耶穌基督
是惟一的路/斯托得(John R. W. Stott)
作; 陳恩明譯 .-- 新北市 : 校園書房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198-851-1 (EPUB)
天國議會正興起/丁恩.布里格斯
(Dean Briggs)著; 底波拉譯 .-- 一版 .-臺北市 : 以琳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57-9209-76-2 (PDF)
開元先天勁拳學: 先天勁進階功法/
潘岳著 .-- 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6-335-1 (EPUB)

科幻世界的哲學凝視/陳瑞麟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140-7 (EPUB)

縱橫內家武學: 萬里拳蹤/潘岳著 .-二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46-336-8
(EPUB)

莊子纂箋/錢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
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626-307-133-9 (EPUB)

突破拳學奧秘: 先天勁下手功法/潘
岳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大展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346-334-4 (EPUB)

朱子學提綱/錢穆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 11005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626-307-143-8 (EPUB)
荷歐波諾波諾經典語錄/莫兒娜.納拉
瑪庫.西蒙那, 伊賀列卡拉.修.藍, K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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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文創遇上法律: 智慧財產的運用/
賴文智著 .-- 初版 .-- 臺北市 : 典藏藝
術家庭, 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57-9057-93-6 (PDF)

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/杜維運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141-4 (EPUB)
瘟世間/蘇曉康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17-1 (EPUB)
美國與中國政治(1917-1928): 以南北
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/吳翎君著 .-初版 .-- 臺北市 : 弘雅三民圖書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626307-132-2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: 世界史的序幕/管
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05-97-4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: 世界史的序幕/管
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化,
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0784-09-1 (PDF)
少年愛讀世界史: 亞歷山大大帝的時
代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
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5505-98-1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: 亞歷山大大帝的時
代/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
畝文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0784-10-7 (PDF)
少年愛讀世界史: 羅馬帝國的盛衰/
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5505-99-8 (EPUB)
少年愛讀世界史: 羅馬帝國的盛衰/
管家琪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字畝文
化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986-0784-11-4 (PDF)
極簡德國史/関真興作; 陳聖怡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006 .-- 面;
公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47-1 (PDF)
極簡德國史/関真興作; 陳聖怡譯 .-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 11006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5572-50-1
(EPUB)
極簡美國史/関真興作; 劉姍珊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45-7 (PDF)
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865572-46-4 (EPUB)
英譯中基礎練習: 18 種翻譯技巧實
戰演練/李姿儀, 吳碩禹, 張綺容合
著 .-- 一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
11006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532-581-7 (PDF)
翻譯進修講堂: 180 則真實譯作的辨
誤分析/廖柏森, 何承恩, 林俊宏, 張
綺容, 張忠安, 游懿萱, 楊蕾合著 .-一版 .-- 臺北市 : 眾文圖書, 11006 .-面; 公分 .-- ISBN 978-957-532-582-4
(PDF)
張愛玲課/周芬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15-7 (EPUB)
古都/朱天心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32-4 (EPUB)
私家偵探/紀蔚然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
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11-9 (EPUB)
那貓那人那城/朱天心著 .-- 初版 .-新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
公 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47-8
(EPUB)
十種寂寞/簡媜作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07-2 (EPUB)
南光/朱和之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
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分 .-ISBN 978-986-387-414-0 (EPUB)
浪濤/巴代著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INK
印刻文學, 11005 .-- 面; 公分 .-- ISBN
978-986-387-448-5 (EPUB)
放 逐 與 王 國 / 阿 爾 貝 . 卡 謬 (Albert
Camus)著, 劉森堯譯著 .-- 初版 .-- 新
北市 : INK 印刻文學, 11004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86-387-413-3 (EPUB)
藝術 7 鑰: 從現代到當代,解密 20 位
大師的經典之作!/西門.莫雷(Simon
Morley)作; 胡孝哲譯 .-- 初版 .-- 臺北
市 : 典藏藝術家庭, 11006 .-- 面; 公
分 .-- ISBN 978-957-9057-91-2 (PDF)

極簡美國史/関真興作; 劉姍珊翻
譯 .-- 初版 .-- 新北市 : 楓樹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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